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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本章在內容的安排上，第一節將先說明本文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二節為主題

的界定，第三節是研究途徑與文獻的回顧，第四節分析架構與方法，第五節是研

究範圍，第六節是資料來源。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自從美國在日本廣島與長崎投下兩顆原子彈後，人類即進入核子時代。二次

大戰後美、蘇兩大集團長期、全面的對峙，造成軍事上核武軍備競賽節節高昇，

宛如無終點的馬拉松賽跑，人類於是籠罩在核子戰爭的陰影下。核子時代下的國

際體系特質、戰爭與和平，乃成為世人矚目的焦點與學者研究的重心（蔡政文，

民國 67 年）。冷戰雖造成嚴重的緊張對峙關係，但卻也異常的穩定，至少歐洲是

如此。 
冷戰結束1後，人們樂觀的以為國際緊張關係將會再降低，穩定的情形將可

再保持下去，而先前有衝突的區域則可獲得明顯的改善。日裔美籍學者福山宣稱

：共產主義的垮台，和自由市場自由主義的勝利，帶來了歷史終結。民主政治及

市場經濟是人類意識形態的終結，亦是最終的政府形式（Fukuyama，1989：3-4
）。對於一九九○年伊拉克入侵科威特，國際社會以有效的集體行動予以嚴懲，

讓人們對未來爆發衝突能夠以國際社會力量予以解決，充滿無限的憧憬。布希總

統也於一九九一年波斯灣戰後提議，世界主要幾個強權國家應該共同合作，以嚇

阻侵略，實現穩定、繁榮與和平，來建立一個「新世界秩序」（New World Order

                                                 
1 一九八五年蘇共開明派總書記戈巴契夫上台後，厲行各項改革措施，在國內推動「改革」（

Perestroika）、「公開」（Glasnost）、「民主化」（Democratization），以求增加國內活力，去除官
僚腐敗，改善經濟狀況；並在外交上採取「新思維」（New Thinking），決定改善與美國的關係
，銷毀中近程核子武器，減少在東歐集團邊界的駐軍，自中蘇邊境撤軍，放任東歐國家民主化
，以節省軍費支出（畢英賢，民國 80 年）。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原本獨立自主的東歐國家因蘇聯控制力減弱，紛紛脫離蘇聯集團，恢復自

主地位。自一九八八年起，先是匈牙利執政黨將社會主義字眼從政黨名中剔除；繼之，一九八
九年起產生骨牌效應，波蘭「團結工聯」贏得一九八九年的民主選舉；東德統一社會主義黨亦
更改黨名，並決定開放柏林圍牆；保加利亞共黨頭子朱可夫下台；捷克斯洛伐克由文學家哈維
爾領導的反對團體「公民論壇」（Civic Forum）贏得執政地位；羅馬尼亞於一九八九年的聖誕
節前夕發生流血政變，共產獨裁者齊奧賽斯庫夫婦被處決；一九九○年則有南斯拉夫廢除共黨
專政以及阿爾巴尼亞開始政治改革（洪茂雄，民國 80 年）。一九九○年十月，東西德在蘇聯同
意下統一，自此，東歐和西歐不再是政治上的名詞，歐洲重新成為一個整體。 
受到東歐民主化的鼓舞，及蘇聯國內經濟情勢一再惡化的影響，蘇聯加盟國也乘隙脫逃，紛

紛走上獨立之路。從波羅的海、高加索山區、中亞地區延燒全境，戈巴契夫的政敵葉爾欽趁機
運作使俄羅斯脫離蘇聯而獨立，終導致蘇聯十五個加盟共和國全數獨立。蘇聯於一九九一年底
宣告解體，蘇聯這個名詞消失於國際舞台上，原加盟共和國雖然在名義上組成了「獨立國家國
協」（Confederation of Independent States, CIS），卻是對內毫無拘束力的鬆散組織。 
一九九○年十一月二十一日，三十四國元首在「歐洲安全暨合作會議」（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CSCE）中簽訂「巴黎新憲章」，正式宣告冷戰結束；「經濟互助委員
會」於一九九一年六月二十八日在布拉格解散；「華沙公約組織」也於一九九一年七月一日宣
告結束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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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一片的樂觀氣氛中，人們似乎認為冷戰的終結，標示著人類黃金年代的來

臨。 
然而這麼高的期望，很快地就被現實世界狀況的冷水給潑醒。事實上，全球

各地的族群衝突已經存在多年、甚至幾十年，過去之所以沒有引起過多的關注，

那是因為被人們刻意的忽略。自一九九一年夏天，斯洛伐尼亞（Slovenia）、克羅

埃西亞（Croatia）和波士尼亞（Bosnia）宣佈獨立以後，塞爾維亞（Serbia）試
圖藉由鼓動克羅埃西亞和波士尼亞境內的塞爾維亞少數民族發動叛變，以建立其

霸權的地位。塞爾維亞人重提二次大戰中克羅埃西亞人對塞爾維亞人的暴行，來

合理化其現在的行為。他們發動殘暴濫殺的種族淨化策略，包括謀殺，強迫克羅

埃西亞人、波士尼亞回教徒和其他少數民族遷離塞爾維亞人居住的區域，造成了

數以萬計的難民逃往其他鄰近國家。透國西方媒體的密集報導，人類目睹了種族

衝突的悲慘狀況，並深感震驚。3 
在全球各地所發生的族群衝突，其原因不外是族群間對政治的、經濟的、文

化的、社會的或地理疆界等議題的爭執。這些衝突有些僅是零星、或甚至完全沒

有暴力情事的發生。像魁北克的法語人士爭取自加拿大政府獲得更多的自治權（

或公投方式爭取獨立），即是一例；而捷克斯拉夫「柔和的離婚」（velvet divorce
）亦是一例。也有些衝突是全面性的軍事對抗，並產生無以言喻的殘暴行為，像

安哥拉、波士尼亞及高加索等（Brown，1993：5）。當然也有些國家透過協商，
以制度化的安排來解決衝突。像黎巴嫩於一九四三至一九七五年曾實施協和民主

，並獲得短暫的和平；後來因外國勢力的介入，黎巴嫩内戰動亂再起，協和民主

實驗才告失敗（Welsh，1993：52-53）。 
 
然而，這麼多的族群衝突國家，並非沒有有效調和族群衝突的典範，比利時

就是一個相當成功的例子。它的協和式民主，不只解決了說法語人與說荷語人之

間的族群衝突，並成為其他社會嚴重分裂國家解決衝突的參考範例。而它所發展

出來的聯邦體制，學者也用獨樹一格（sui generis）來形容（Witte，1992）。事實
上，比利時的族群衝突一點也不亞於其他國家，很多的政治、經濟、社會問題都

是透過帶有族群偏見的稜鏡（prism）來觀察。 
                                                 
2 Weekly Compilation of Presidential Documents, vol.27, no.6, April 22, 1991, pp.433-435；Don 

Oberdorfer, 1991, “Bush’s New World Order Rhetoric: Foreign Policy Concepts or a Slogan? ” 
Washington Post, May 26, 1991. p.A31. 

3 事實上，同樣的族群衝突正在全球各地發生（只是較沒那麼可怕與悲慘而已），包括阿富汗（
Afghanistan）、安哥拉（Angola）、亞塞拜然（Azerbaijan）、緬甸（Burma）、喬治亞（Georgia）
、印度、印尼、賴比瑞亞、斯里蘭卡、蘇丹及塔吉克斯坦（Tajikistan）。其他充滿族群問題的
地區有孟加拉、比利時、不丹（Bhutan）、蒲隆地（Burundi）、愛沙尼亞（Estonia）、衣索匹亞

、瓜地馬拉、伊拉克、拉脫維亞（Latvia）、黎巴嫩、馬利（Mali）、摩達維亞（Moldova）、尼
日（Niger）、北愛爾蘭、巴基斯坦、菲律賓、羅馬尼亞、盧安達、西班牙、土耳其、俄羅斯、

中國、祕魯、高加索、加拿大、柬埔寨（Brown，1993：3-5）、肯亞（Kenya）、坦尚尼亞（Tanzania
）、以色列（Coakley，1993）、查德（Chad）、塞浦路斯（Cyprus）、剛果、喀什米爾（Kashmir
）、西班牙、法國、德國、尼加拉瓜（Gurr & Harff，1994）、斐濟（Fiji）、蓋亞那（Guyana）、
馬來西亞、奈及利亞、塞內加爾、南非、索馬利亞（Stavenhagen，1996；Christie，1998；Ryan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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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九七四年開始，比利時為了更新其國家空中防衛武器就有一番激辯，到

底該採購由美國製造的 F16 戰鬥機？還是法國生產的幻象戰鬥機？這不只是科

技與財政的考量，更牽涉到國防與外交政策、未來的北大西洋公約組織、未來的

歐洲、未來的航空產業以及國內的失業率等問題。一九七五年四月六日，國防委

員會主席，是來自布魯塞爾法語社會主義者的代表，他提議支持購買幻象戰鬥機

，他說：「以我們歐洲的關係，我們一定要買幻象戰機，它不只是法國的飛機，

因為它還是許多歐洲國家的航空產業，包括比利時都參與這項建設，買美國的那

就不是在建設歐洲。」發言人是社會黨成員，他是站在反對黨角色表達不滿的意

見，因為在天主教民主黨長期主導的聯合政府，已逐漸偏向採購 F16戰鬥機。儘
管他的發言已預期會激起執政者的攻擊，然而實際上說荷語人士對其回應卻是出

乎意料異常的激烈。安特衛普的報紙即說，布魯塞爾代表的說法是種誤導，因為

「他錯把法國視為歐洲」。另一份荷語報紙在其社論也提到，他已不再適任國防

委員會的主席，並說「我們將會以幻象交給瓦隆尼亞人（the Walloons），而美國
的 F16交給法蘭德斯人（the Flemings）4做為總結。那將會符合比利時妥協的傳

統」（Zolberg，1977：103-104）。 
購買戰機這件意外透露，比利時的語言分裂是每日政治生活理性計算的一部

份，不管該事件原本的考量是否牽涉到文化的範疇。比利時的政治人物有個傾向

，當一個族群認同某個選擇而產生偏好，這個選擇就被定義為有價值的，則它相

反的選擇就會被另一個社群定義為有價值的。所以美國的飛機變成是「法蘭德斯

的」，因為法國的飛機正為對立一方（瓦隆尼亞）所支持。此外，比利時的農業

部長也曾說過：「在這個國家，甚至連牛奶的價格也會染上族群的顏色」（Dunn, Jr.
，1974：150）。儘管是如此，但這一點也不妨害比利時人透過協商、修憲，以制

度化的方式來保障不同族群的權益，使衝突降到最小的程度；比利時人妥協的精

神、重視協商的過程、制度化保障的努力，都值得所有有意化解族群衝突者的重

視。 
 
從一九七○年代中期起，全球吹起第三波民主化的浪潮，從南歐到拉丁美洲

，跨過太平洋，再從亞洲到東歐共產國家（Huntington，1991）。台灣在這波民主
化浪潮中亦未缺席，反對黨的成立、解除戒嚴、開放報禁、允許人民集會遊行及

籌組政黨、國會全面改選，從自由化逐步朝向民主化的道路邁進（黃德福，民國

81 年）。一九九○年代起，全球各地族群衝突加劇，台灣則在朝向深化民主、加

強民主鞏固之際，政治上及社會上逐漸出現省籍問題（統獨問題），乃至族群衝

突等議題。 
一九八八年一月十三日李登輝繼任為中華民國總統，同年七月八日國民黨十

三全大會當選為國民黨主席，這是首位台灣人（閩南人）的總統與國民黨主席。

                                                 
4 南部的瓦隆尼亞人屬法語族群，立場一向比較偏向法國；北部的法蘭德斯人屬荷語族群，其立

場則是與南部的瓦隆尼亞人唱反調，而不見得一定比較親美國。詳請參照第二章第一節有關比

利時國情的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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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年總統選舉前的「三月政爭」，期間所引發的黨內權力衝突，也就是主

流派及非主流派的權力鬥爭，主要是沿著省籍的族群界線在進行，它使得國民黨

內部的省籍情結白熱化（Chang，1994）。一九九四年四月，李登輝接受司馬遼太

郎專訪時 ，以中華民國總統及國民黨主席身份發表了：「生為台灣人的悲哀」、「

過去不教台灣的事而盡是教些大陸的事，真是荒謬的教育」、「國民黨也是外來政

權……有必要將它變成台灣人的國民黨」，以及頗令人玩味的「摩西以及人民今

後都有得拚的。……一想到犧牲許多台灣人的二二八事件，『出埃及記』就是一
個結論。」等5看法。這份專訪刊出後，引起不同族群、不同政黨各有目的的不

同解讀，批判和肯定者皆有之，但主要仍不脫省籍背景的界線。 
為深化民主、持續民主化的進程，台灣於一九九四年年底舉行首次省長選舉

，以及恢復停辦許久的北高兩市市長選舉，然而這次的選舉卻嚴重激化了台灣內

部族群問題的對立。在省長選舉方面，代表民進黨參選省長的陳定南，希望在人

口結構中占七成的閩南人，能團結一致對抗外省人宋楚瑜，而喊出「四百年來第

一戰，要將台灣變青天」口號，強調這是台灣人難得的「出頭天」機會，只要投

票，不必流血革命，就可以把外省人政權翻過去（林瑩秋，民國 92 年：153-154
），因此縱容耳語部隊在基層散佈「台灣人選台灣人」的耳語攻勢。6九月十五日

，新黨在高雄市勞工公園舉辦「保衛中華民國國是說明會」，遭民進黨高雄市議

員參選人及支持群眾的「鬧場」，雙方爆發嚴重衝突，有三四百人大打出手，現

場雞蛋、木棍、鐵椅齊飛。7十月二日台北市長候選人電視辯論會，在結辯時趙

少康說：「我十多年前放棄美國綠卡，回到台灣，希望和大家一起奮鬥。多年來

我一直關心台灣的生態環境，山川與大地，這樣關心本土環境的人，竟會被人指

稱為外省幫，高雄九二五事件，竟然有人叫『中國豬滾回去！』各位我們滾回那

裏去？往那裡滾？真是情何以堪？」8以「捍衛中華民國、建立新秩序」為訴求

的趙少康，於十一月廿日首場電視政見會中，批李登輝在搞「急獨」，並質疑他

                                                 
5 幸芳譯，民國 83 年，「生為台灣人的悲哀：李總統與日本司馬遼太郎的對談」（一）、（二）、（

三），自立晚報，83.04.30，第二版；83.05.01，第三版；83.05.02，第三版。 
6 雷顯威，民國 83 年，「緊迫釘人  主席牌強化後續戰力」，聯合報，83.11.28，第十版；何炯榮
，民國 83 年，「省長候選人到彰化  兩黨都說小贏對手」，聯合報，83.11.29，第六版；呂天頌

，民國 83 年，「大選觀察  以現任主席回到省府所在地  宋在投縣氣勢優於陳」，聯合報，
83.11.30，第四版；李佳諭，民國 83 年，「耳語反間  撒手鐧雷霆一擊」，經濟日報，83.12.01
，第三版。 

7 王瑞伶、劉育民、包喬晉，民國 83 年，「新黨高市說明會發生衝突  數十人受傷」，聯合報，
83.9.16，第一版。 

8 「趙少康：對抗國民黨與民進黨  建立新秩序」，中國時報，83.10.03，第七版【台北市長參選

人辯論會】特別報導。以下摘錄趙少康在結辯時的部份談話內容： 
「我的祖父在中共的監獄上吊自殺，外祖父被中共槍斃，今天我們是最反共的人，一再提醒大

家中共的危險性，要大家注意中共的可怕，竟被認為是中共的代言人，這真是一個善惡不分的

時代。 
我出生在基隆，長在台灣，在台灣受教育、出國想家是想台北的家，我從來沒有去過大陸，陳

水扁還去過大陸。我十多年前放棄美國綠卡，回到台灣，希望和大家一起奮鬥。多年來我一直

關心台灣的生態環境，山川與大地，這樣關心本土環境的人，竟會被人指稱為外省幫，高雄九

二五事件，竟然有人叫『中國豬滾回去！』各位我們滾回那裏去？往那裡滾？真是情何以堪？ 
大家不要忘了，今天台灣人、外省人、原住民、客家人到了大陸都是台胞，都是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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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急獨時間表，「一九九六年初選上民選總統、一九九六年下半年舉辦公民投票

與公民自決、一九九七年上半年改國號獨立」。9十一月廿九日新黨舉行記者會，

表示在黃大洲已出局的情形下，國民黨高層為了不讓新黨贏得台北市長選舉，已

開始策動外圍團體「棄黃保陳」，將票投給陳水扁。10 
一九九八年年底的台北市長選舉，族群議題仍是選戰的焦點。十月七日葉菊

蘭點名郝柏村、林火旺、關中等人組成「新賣台集團」，決定分三階段打扁，希

望在李登輝政權結束前，重新取得國民黨的主導權。11在選戰進入最後衝刺時，

李登輝參加「一二○一牽成馬英九之夜」，以「新台灣人」為馬英九解套，反制

族群牌，並進一步肯定馬英九是將才、清廉、有能力，呼籲選民應該支持他。12

至於落選的陳水扁，則是對於得票內容相當的不能釋懷：為什麼七成多的選民滿

意他的施政，然而外省人投票給他的卻不到一成？他似乎認為外省族群有偏見，

即使本省人再如何表現、或是重用外省菁英，仍無法討好他們，獲得他們的支持

。而他最後就是敗在外省族群的「棄王保馬」效應下。13此外，在二○○一年的

縣市長選舉中，客家族群居多的桃園縣於選前舉辦中原客家文化季，於客家圓樓

承啟樓啟用儀式中，民進黨候選人彭紹瑾抗議主辦單位給國民黨候選人朱立倫戴

「皇帝帽」，卻給他戴「平民帽」，還不安排他座位。他在記者會中，痛哭的表示

，「客家人的尊嚴受到侮辱」，並要朱立倫「用客家話發表政見，否則退選」。由

於朱立倫是屬人口少數的外省族群，因此彭紹瑾提出的控訴是「抗議國民黨欺負

客家人」。14 
族群問題事實上並非只有在選舉時才會發生，也不完全僅限於政治的領域。

二○○二年四月十八日高雄市議會進行工務部門質詢，市議員針對「前一年七一

一水災是否有人為疏失？」進行詢問，工務局長吳孟德突然冒出說：「外省人來

太多了！」引起議場譁然。15事後他又解釋「外省人來太多」的原意是「外省人

政權做得不夠」。16一個單純的水災究責問題，居然也扯上族群議題，可見得族

群衝突、族群的問題並非只有選舉時才有，也並非只是政治人物為選票而操弄的

工具而已，而是長久以來的激化，已或多或少灌注到每個人的潛意識當中。 

                                                 
9 周維新，民國 83 年，「趙少康提『三不』  猛批『急獨』」，聯合報，83.11.21，第三版。 
10 陶允正、詹三源，民國 83 年，「趙少康指國民黨策動『棄黃保陳』」，聯合報，83.11.30，第六

版。不論是否真有棄保效應的運作，其思維純粹是以候選人的「省籍」為出發，完全不是以「

政黨理念」相似性為考量。 
11 羅曉荷，民國 87 年，「葉菊蘭點名新賣台集團打扁」，聯合報，87.10.08，第二版。 
12 楊金嚴，民國 87 年，「李登輝力挺馬英九」，聯合報，87.12.02，第二版；周怡倫，民國 87 年

，「以『新台灣人』反制族群牌  肯定馬是將才」，聯合報，87.12.02，第二版。 
13 周祖誠，民國 87 年，「77﹪新黨選民尊王保馬」，聯合晚報，87.12.06，第一版；簡余晏，民
國 88 年，「陳水扁：國民黨這一波分裂最慘烈」，聯合晚報，88.08.27，第二版；彭威晶、林美

玲，民國 88 年，「陳水扁：不幻想李登輝大選會幫我」，聯合報，88.08.28，第四版。 
14 曾增勳，民國 90 年，「客家文化季  彭紹瑾為帽子痛哭」，聯合報，90.11.13，第八版；曾增
勳，民國 90 年，「葉步樑『帽』犯  服務處中彈」，聯合報，90.11.14，第廿版。 

15 李文雄、包喬晉、王瑞伶，民國 91 年，「議員質詢水災有無人為疏失  高市工務局長：外省

人來太多」，聯合報，91.04.19，第三版。 
16 王瑞伶、李文雄、陳金聲、包喬晉，民國 91 年，「吳孟德：外省人政權做得不夠」，聯合報，

91.04.23，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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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不斷的族群訴求與選舉動員下，二○○四年的總統大選，族群議題的發酵

只是有增無減。投票前一天總統、副總統同遭到輕傷槍擊，以及開票日兩組候選

人最後以差距不到三萬票分出勝負，這樣的結果使得原已遭撕裂的台灣社會，不

但未因選舉結束而回歸常態，反而是更加深族群的對立及政黨的衝突。四月十二

日，陳水扁在與青年學生代表座談時，表示：任何人都沒有理由扣人帽子抹紅、

抹黑；族群問題，他與民進黨願率先自省；並責成行政院召開「族群與文化發展

會議」，研討教育、文化和語言等族群平等議題。17民進黨籍立委沈富雄隨後建

議，民進黨應通過正式提案，通令年底立委選舉民進黨籍候選人不得以「族群」

、「本土」或「愛台灣」等議題，作為選戰主軸或爭取選票的訴求。18然而沈富

雄的主張立即引起民進黨立委的反駁，及泛綠陣營支持者的撻伐。19二○○四年

五月廿日陳水扁在總統就職演說中表示，「當前的台灣社會確實存在認同與族群

的嚴肅課題，我們不需要掩飾，更不能夠漠視。身為執政者，包括阿扁個人和民

主進步黨，都願意率先反省、坦誠面對，並且尋求有效的化解。」從以上所描述

諸事件及各方反應，可知台灣的族群衝突問題，已到朝野上下不得不重視的嚴重

程度。 
 

    本文以比利時和台灣的族群衝突和政治整合做為比較研究的對象，有以下幾

項原因。第一，比利時和台灣的族群衝突，主要共同特徵，居人口少數的優勢族

群，長久以來都居於支配統治的地位，隨著時空環境的轉變，多數族群開始抗爭

，爭取自身的權益，少數族群則力拒權力的移轉，不同族群間為掌控政治權力，

衝突加劇，於是必須尋求解決的途徑。第二，比利時和台灣皆屬小國寡民（比利

時地理面積僅比台灣略小一點而已，人口為台灣之半，見表 1-1），衝突的規模和
類型較相似，和土地遼闊的加拿大有魁北克獨立問題、南非有嚴重黑白種族衝突

不同。第三，比利時經過四分之一世紀的制度化整合，其利弊得失值得正在整合

中的台灣借鏡參考。至於本文的研究目的，希望能嘗試回答以下問題，包括：比

利時和台灣的少數支配及族群衝突，有那些是內部結構及歷史因素造成？有那些

是受到國際因素的影響？民主政治落實後，政治權力的分配是否必然反映族群人

口結構？在族群衝突過程中，族群間的互動過程如何？族群衝突涵蓋那些議題、

其衝突範圍與程度？在面對解決族群衝突，政黨和政治人物如何看待？又提出了

那些整合途徑？這些解決途徑有何利弊得失？本文也希望能將比利時與台灣經

驗的比較研究，納入全球性族群衝突規範研究的一環，提供相關研究的參考。 

                                                 
17 王貝林，民國 93 年，「總統：族群問題  願率先自省」，自由時報，93.04.13，第四版。 
18 陳敏鳳，民國 93 年，「沈富雄建議通過正式提案  通令不得以『族群』、『本土』或『愛台灣

』等作為選戰主軸」，聯合報，93.04.13，第四版；王貝林，民國 93 年，「沈富雄  籲勿操弄愛

台灣議題」，自由時報，93.04.17，第三版；林河名，民國 93 年，「沈富雄：消弭餘恨  應從扁
及民進黨做起」，聯合報，93.04.26，第四版。 

19 林河名，民國 93 年，「蔡啟芳斥沈富雄『脫褲子放屁』」，聯合報，93.04.17，第二版；李欣芳
，民國 93 年，「李登輝：愛台灣是大家共同走的路」，自由時報，93.04.19，第二版。自由時報
，第十五版自由廣場，93.04.18及 93.04.19 兩天，共刊出十篇讀者投書批判或不同意沈富雄「
不能把愛台灣當做選舉主軸」或「愛台灣不必天天掛在嘴邊」的看法。 



第一章  緒論 

7 

 
表 1-1：比利時與台灣之地理、人口及相關基本資料比較 

 比利時 台灣 

土地面積 32,545平方公里 36,000平方公里 

全國人口 1,031萬 2,249萬 

人口密度 316人 / 平方公里 620人 / 平方公里 

官方語言 荷語、法語、德語 國語20 

人口組成 
說荷語族群（58%）、說法語族群

（41%）、說德語族群（0.7%）
閩南人（75.8%）、客家人（10.9
﹪）、外省人（12.4﹪）、原住民
（0.9﹪） 

政府體制 君主立憲、聯邦制 雙首長制 

國會選舉制度 比例代表制 
複數選區單記投票相對多數當選

制（※從 2007 年第七屆立委選舉

將改為單一選區兩票制） 

 
 
 

第二節  主題界定 

    族群團體的定義眾說紛紜，界定的範圍或廣或狹。本節首先針對不同學派對

族群團體的定義加以匯整，重新定義出本文所使用的族群概念。其次，介紹當前

學者對族群團體分類的族群類型，以說明族群團體的定義與分類範圍甚廣，而非

                                                 
20 教育部國語會：國語實質已是通用的官方語言（2003.03.08） 
（中央社記者翁翠萍台北七日電）教育部國語推行委員會今天晚上整理資料指出，現行國語作
為官方語言雖沒有法源，也沒有法令獨尊國語，更沒有官方語言法，但有近二十種法令條文都
明文規定在教育場合、行政機關、立法機構文書和公務運作都「應用國語」，因此，國語實質
上已是通用的官方語言。 
教育部通函各級學校廢止「國語推行辦法」一事曝光後，加以研議中的「語言平等法」草案未
明定官方語言，是否在現行國語與其他研定中的十幾種國家語言平行下，現行國語做為國家唯
一官方語言的地位將岌岌可危？教育部國語推行委員會作前述說明。 
國語推行委員會視察楊永全表示，法律條文內容明文提到「國語」的法律多達十七種，包括法
院組織法、民事訴訟法、公證法、姓名條例、蒙藏委員會輔導海外蒙藏學生回國升學辦法、護
照條例施行細則、軍事審判法、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仲裁法、律師法、律師法施行細則
、監獄行刑法施行細則、大眾運輸工具播音語言平等保障法、電波監理業務管理辦法、電影法
、廣播電視法、蒙藏邊區人員任用條例。 
例如，法院組織法規定「法院為審判時，應用國語」，「訴訟當事人、證人、鑑定人及其他有關
係之人，如有不通國語者，由通譯傳譯之，其為聾啞之人，亦同」。民事訴訟法「參與辯論人
如不通中華民國語言，法院應用通譯」。護照條例施行細則「申請人首次申請護照時，無外文
姓名者，以中文姓名之國語讀音逐字音譯為英文字母」。 
又如，軍事審判法規定「軍事法庭為審判時，應用中華民國語言」。仲裁法規定「當事人或仲
裁人如不諳國語，仲裁庭應用通譯」。律師法規定「外國人經許可在中華民國執行律師職務者
，於法院開庭或偵查訊（詢）問在場時，應用國語」。監獄行刑法施行細則規定「監獄人員工
作時應用國語，非有必要不得使用方言或外國語言」。 
再如，電波監理業務管理辦法規定基地電台或陸地行動電台對國內通信時應用國語。電影法規

定「輸入之外國電影片在國內作營業性映演時，應改配國語發音或加印中文字幕」。廣播電視

法規定「外國語言節目應加映中文字幕或加播國語說明，必要時新聞局得指定改配國語發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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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有一種定義、一種類型。最後，針對解決族群衝突的規範，說明幾種不同的分

類方法。 

  壹、族群團體的定義 

    族群性（ethnicity）是一個複雜的社會認同，其是由廣泛的可區別的特質所
混合的特殊組合體；這些包括物質上的特徵（像體格、膚色或髮型），社會與文

化上的特徵（像語言、宗教或意識型態），及行為特徵（說話的態度、禮拜儀式

或傳統習慣）。此外，所有的族群團體宣稱有一種排他性的傳統，其組成包括神

話的起源、共同的歷史、共享的社會與政治經驗，和許許多多其他的資產。這些

具有不同特徵的特別組合定義出一個族群團體（ethnic group），並且和其他的團
體做出了區別，尤其是在空間的及社會的親近上（spatial and social proximity）（
MacIver，1999：6）。 
    族群團體究竟如何形成？以下有幾個不同的主張。主張原生學派的學者（

primordialist）認為，族群認同是深植於特殊的遺傳學的、歷史的、社會的起源

，它的獨特性發展決定一個特殊的族群團體的本質。據此觀點，族群團體它是種

自然的形成（因此又稱本質論）。另一方面，現代主義者或理性主義者（modernist 
or rationalist）認為導致族群動員最可能的原因，首先，族群的重大利益或期望受

到嚴重且明顯的威脅，如政治地位、文化權利、生活條件等；為保護利益避免受

到威脅，族群因而動員。其次，當出現新的機會提供集體利益，族群亦會採取動

員模式（Esman，1991：54）。據此，族群團體可說是有目的的被形成，其乃是

為了追求他們自己成員的集體利益（因此又稱工具論）（Gurr & Harff，1994：78-79
；Vuckovic，1997：11-12；MacIver，1999：6-7）。這兩個論點，都對族群團體

的本質提出相當有價值的見解，但在某種程度上來說，又有點雄辯式及不完整。

的確，很多的團體是真的有很長的歷史及緊密的內部關係，但並非全是如此。另

一方面，很多族群團體在先進及現代化社會的行為，像極是特別的利益團體。 
為彌補上述兩項學派對族群團體形成論述不足，特別借用 Benedick Anderson

的一些觀念。Anderson他主張對民族作以下界定：它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
並且，它是被想像為本質上有限的（limited），同時也享有主權共同體。它是想
像的，因為即使是最小民族的成員，也不可能認識他們大多數的同胞，和他們相

遇，或者甚至聽說過他們，然而，他們相互連結的意象卻活在每一位成員的心中

。 
所有比成員之間有著面對面接觸的原始村落更大（或許連這種村落也包括在

內）的一切共同體都是想像的方式。印尼爪哇的村落居民總是知道他們和從未謀

面的人們有所關連，然而這種關連性，就如同可以無限延伸的親族或侍從網絡一

般，是以特殊主義的方式被想像的。民族被想像為有限的，因為即使是最大的民

族，就算他們或許涵蓋了十億個活生生的人，他們的邊界，縱然是可變的，也還

是有限的（吳叡人譯，1999 年：10-11）。 
Anderson 這個主觀的定義聰明地迴避了尋找民族的「客觀特徵」的濫仗，

直指集體認同的「認知」（cognitive）面向----「想像」不是「捏造」，而是形成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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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群體認同所不可缺的認知過程，因此，「想像的共同體」這個名詞指涉的不是

什麼「虛假意識」的產物，而是一種社會心理學上的「社會事實」（le fait social
）。這個主觀/認知主義的定義界定了 Anderson 以後整個論證的基調，也就是要

探究「民族」此種特殊政治想像（認知）成為可能的條件與歷史過程（吳叡人譯

，1999 年：xi）。而 Anthony D. Smith對族群共同體（ethnie or ethnic community
）的界定，是有名字的一群人，他們擁有共同的祖先、記憶、文化、歷史家園及

團結感的迷思（myth）（Smith，1993：28-31）。綜合 Anderson及 Smith的概念，

我們給族群團體下個新的定義，強調擁有共同的來源，或共同的祖先、歷史、文

化、語言或記憶（不管是真的或想像出來的），自認為是、或者被其他人認為是

，構成一個獨特團體的一群人（因此又稱建構論）。 
    綜合上述原生論、工具論及建構論的觀點，我們似可將族群團體重新定義

為：一群因為擁有共同的來源，或者是共同的祖先、共同的文化、共同的歷史、

共同的記憶或共同的語言（不論是真的或想像出來的），為了爭取政治參與、經

濟機會與文化地位上的集體權益，而自認為、或者是被其他的人認為，構成一個

獨特社群的一群人。 
     

貳、族群團體的類型 

當每個族群團體都具有獨特性時，族群團體就可以區分成許多不同的類型，

雖然這種分類不必然都具有排他性質的（exclusive）。Don MacIver 以族群性（
ethnicity）及參與某種政治活動的程度來區分，共有以下六種族群團體的類型。 
（一）族群--民族團體（ethno-national groups），有時稱為「沒有國家的民族

」，他們已經發展出很高的認同，能有效的動員，並且經常提出集體的權利需求

，或者在他們居住的母國有很高的自治權。族群--地區團體（ethno-regional groups
）是一個重要的變形，他們宣稱有自己的領土，像西班牙的加泰隆尼亞人（Catalans
）、加拿大的魁北克人（Quebecois）及英國的蘇格蘭人（Scots）。跨國團體像庫
德族人（Kurds）則又是另一種變形，他們佔據的領土在數個相連的國家境內，

但卻被否認有任何一個國家是屬於他們自己的。 
（二）民族少數團體（national minorities），認同附近的一個民族國家，並且

接受它的恩惠（patronage）與支持，像在斯洛伐克境內的匈牙利少數團體（

Hungarian minorities），或者在前蘇聯各加盟共和國境內的俄羅斯少數團體（

Russian minorities）。 
（三）族群少數（ethnic minorities），像在黎巴嫩境內的德魯士人（Druzes）

、東非境內的印度人、美國境內的黒人，他們並不能享有國家內的某些恩惠，並

且可能因為人數太少或動員能力不佳以致於無法展現顯著的實力，但雖然如此仍

要求在其國內要擁有權利與承認（rights and recognition）。 
（四）移民的少數族群（immigrant ethnic minorities），像在德國境內的土耳

其人、在英國境內的非洲加勒比海人，以及在美國的西班牙裔，他們都已經在居

住國生活兩三代，並尋求整合進公民社會，享有完整的公民權，但面對的問題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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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騷擾、歧視與種族主義。 
（五）原住民團體（aboriginal groups），像在加拿大境內的印地安人、芬蘭

境內的薩米人（Sami）或者是紐西蘭境內的毛利人（Maori），在面對外來的及無

共鳴價值的文化圍繞時，他們想要保護及維持他們傳統的文化及生活方式。 
（六）族群遊說團體（ethnic lobbies），他們是奠基於不同的族群社團，其認

同是透過族群組織（ethnic association）及社群的時事通訊（newsletter），諸如在
美國境內的猶太人及愛爾蘭人，他們利用自己經濟上和選票上的權力去影響政府

政策或者提昇團體所肯定的主張（MacIver，1999：7）。 
Gurr & Harff則從團體與國家整體關係（尋求分離或自治），或是團體在現有

國家體制內的關係（尋求更廣的政治參與管道），區分出當代四種主要不同類型

的族群團體。 
（一）族國主義者（ethnonationalists），是居住在一個或數個鄰近國家中具

有相當規模與聚居某地區的族群團體；在當代政治運動中，他們的直接訴求是在

要求更大範圍的自治權或獨立國格。大部份都以其曾有過自治或獨立的歷史經驗

來合理化其訴求。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來，有三十個這類團體為爭取國家獨立，

或尋求與其他地區鄰近族群進行統一，有些因而爆發明顯的戰爭。這些鼓吹民族

主義者，來自第三世界的有南蘇丹人、中東的庫德族人、巴勒斯坦人及西藏人；

歐洲地區的有英國的蘇格蘭人、西班牙的巴斯克人（Basques）、法國的科西嘉人
（Corsicans）、布雷頓人（Bretons），以及加拿大的魁北克人等。 
（二）原住民（indigenous peoples），是被征服或殖民區域中原始居住民族

的後裔。在未遭征服之前，大部份原住民以依賴土地為生（從事農耕、放牧和狩

獵），至今仍有許多原住民生活一如往昔。直到如今，原住民仍很少集結成大規

模的政治組織及擁有強烈的集體認同感或目標。反而在大部份國家中的原住民分

散成許多不同的支派或部落，日後才逐漸地發展出一個更大的團體認同感。由於

較先進的民族統治了他們，並且歧視和剝削原住民，這些都促使原住民蘊釀他們

共同認同感與目標的主要原因。通常他們的主要訴求，包括要求保護原住民語言

與生活方式，以免遭到種族滅絕或文化滅絕，並儘可能恢復他們的土地權與資源

權，以及取得政治自治的權力。這些團體包括美洲的印地安人、印度東北部的那

卡人（Naga）、米左斯人（Mizos）、特里普拉人（Tripura）、菲律賓境內的卡地雷

拉人（Cardillerans）、新幾內亞的巴布亞土人（Papuans）以及紐西蘭的毛利人等

。 
（三）社群競爭者（communal contenders），其主要政治訴求並非追求自治

權力，而是要求在現代國家的中央政府體制內分享統治的權力。大多數的社群競

爭者可見於非洲國家（南非、安哥拉）、中東地區新興國家（如巴基斯坦、黎巴

嫩和馬來西亞），這些國家統治著一個多元社會，由數個相互競爭的族群政治團

體（ethnopolitical groups）所組合而成的社會。如果或當一個族群團體領導人試

圖以犧牲其他族群利益的手段，來增進其自身的相對地位時，聯合執政的組合將

呈現不穩定的狀態。如果缺乏憲法限制與政治保障，或者其他族群尋求妥協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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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這類衝突將可能升高成為全面性的內戰或革命戰爭，甚至吸引國際勢力的介

入與干涉。 
（四）族群階級（ethnoclasses），是在種族上或文化上明顯的少數團體，他

們在其所生活的社會中佔有明顯的社會階層，或是扮演特定的經濟角色。換言之

，族群階級就是類似階級的族群團體。大部份先進工業社會中的族群階級是昔日

奴隸或移民的後裔，他們的祖先被引入以從事主流族群所不願做的粗重或是卑微

的工作，如英國和北美的黑人後裔、德國境內的土耳其人、日本境內的朝鮮人等

。在第三世界社會中，族群階級的形成亦有其移民因素，但是其成員大抵是政治

權力受到限制、經濟富裕的商人和專業人士，如東南亞國家中的華人少數民族。

族群階級雖也爭取改進其在政治體系中的地位，要求更多的經濟機會、更平等的

政治權利，以及更好的公共服務；但卻從未使用語言或民族主義式的訴求，反而

是以擁有更公平且合理的待遇為主要的訴求（Gurr & Harff，1994：15-25）。 
 

參、族群衝突規範的類型 

關於不同族群間的衝突，國家通常會如何規範及處理呢？Hans van 
Amersfoort從族群團體所呈現的文化差異著手，他針對不同的族群團體、不同的

文化內涵，國家如何進行同質化並處理文化分裂的問題，歸納出有下列三種回應

方式。 
一、剔除剷除（elimination），國家鎮壓某些文化特質，乃藉由暴力的使用或

藉由文化再生政策來改變人們的宗教、語言與其他。剔除的最後形式當然是大屠

殺、滅絕。在藉由種種不同的方法來進行同質化，其目的就是要消滅國內人口的

文化多元化。 
二、邊緣化（marginalization），文化特徵並未受到嚴禁或鎮壓，但被拒絕與

公共生活和決策有任何關聯性。一般來說，世俗化國家在剔除「宗教」成為影想

社會行為的重要來源，這方面較能夠成功，它只要宣佈國家是中立性質的、非道

德性的，宗教的影響力很快就會被邊緣化，比要使某種語言被邊緣化更加容易。 
三、制度化多元（institutional plurality），藉由制度化形式來使族群多元的分

裂效果變得中立化。它可規範團體間的接觸及避免衝突（Amersfoort，1995：
168-172）。 
上述 Amersfoort從文化觀點著眼的分類方式，稍嫌狹隘不足。John McGarry 

& Brendan O’Leary 兩人對於族群衝突的規範（ethnic conflict regulation），認為主
要可分為兩種方法，一種是要消弭族群間的差異（methods for eliminating 
differences），另一種是要管理族群間的差異（methods for managing differences）
。而這兩種方法的每一種又可再細分出四種類型。 
一、消弭族群間的差異 
（1）種族屠殺、種族滅絕（genocide）； 
（2）強制性的人口遷移（forced mass-population transfers）； 
（3）瓜分或分離（partition and / or secession 【self-deter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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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整合或同化（integration and / or assimilation）。 
二、管理族群間的差異 
（1）支配性控制（hegemonic control）； 
（2）仲裁（arbitration【third-party intervention】）； 
（3）城邦化或聯邦化（cantonisation and / or federalisation）； 
（4）協和主義或權力分享（consociationalism or power-sharing）。 
現實世界中這八個規範族群衝突的類型經常會被混合使用，並且是針對相同

的族群團體，或者是在同一個國家中不同的策略針對不同的族群團體來使用。例

如：納粹曾實施大屠殺、人口大量遷徙，以及對猶太人的支配性控制。史達林則

實施種族大屠殺、人口遷徙及對多個族群團體使用支配性控制。南斯拉夫的狄托

則實施控制、仲裁及協和主義。克林威爾對愛爾蘭的天主教徒則實施大屠殺或強

制性的人口遷徙。美國對印第安原住民則實施大屠殺，對歐洲移民則進行整合，

南部地方對黑人則實行控制。當代的以色列對不同起源的猶太人則實行協和主義

，對巴勒斯坦人則實行控制。比利時則實行協合主義規範“精神上家族＂的分裂

，用聯邦主義解決語言團體間的緊張（McGarry & O’Leary，1993：4-5）。 
為使國家邊界與族群界線之間能有一致性的機制，John Coakley將解決族群

衝突的管理策略，從以下四面向來加以分類。第一，物質（physical）面向：國
家和少數族群為了生存問題之間的衝突；第二，領域（territorial）面向：國家邊
界與少數族群界線之間的衝突；第三，文化（cultural）面向；國家與少數族群間

文化制度間的衝突（特別是語言）；第四，政治（political）面向：國家與族群團
體間關於解決方案及目標間的衝突。這些面向每個都非常複雜，為了評估他們的

影響，必須再加以簡化。每個面向都只有兩個結果，第一至第三面向族群不是維

持現狀，就是被鎮壓，第四面向，不是採國家方案、即採少數族群方案。再扣除

掉第一面向與第二面向本身的交互分類或與第三面向間的無意義分類，則剩下八

個（見表 1-2）。 
    這個分類並非十分完美。第一，方法上合邏輯，實際上卻不一定會出現，像

族群自殺；第二，過份簡化導致許多特別問題，例如以第二面向疆界的存在而言

，即已被指包含國家的疆界和少數族群的空間邊界，儘管有許多不同類型的政策 
 
表 1-2：族群管理策略的類型 
物質面向：   領域面向：   文化面向：   政治面向： 
團體的存續   疆界的存續   文化的存續   變遷是否始於國家？ 

       是             否 
                          是          1.本土化        2.適應 

是 
是                        否          3.同化          4.涵化 

否                      5.人口轉移      6.疆界調整 
 
否                                    7.種族滅絕      8.族群自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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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被完成，藉著操作這些變項而導致許多不同的結果；第三，純然的學術研究必

然會忽略許多真實世界的複雜面，事實上國家經常在採行政策時是混合使用，而

這些政策也並非全都是有意的被選擇或明確地要產生那樣的效果。 
依據物質、領域、文化及政治這四個面向，我們大體上區分出有八個類型的

族群管理策略，以下將再依過去歐洲實際上發生的經驗，說明每個策略的大致內

涵與運用實例。 
 
本土化（Indigenization） 
採取這項政策的國家，通常是多族群國家在面臨嚴重的族群暴動問題，因為

某些團體要求自治或獨立。例如舊蘇聯、南斯拉夫，後佛朗哥時期的西班牙（巴

斯克、加泰隆尼亞、加里西亞要求自治）。國家在政治及文化領域做了讓步。 
 
適應（Accommodation） 
中央為回應少數族群的要求，藉改變自己結構去提供文化的正式承認或國家

的族群多樣性。有兩點要注意：一、權力仍集中於中央未移轉至族群，二、讓步

的領域是政治上或文化上。據此我們可以再分為四種策略（如表 1-3）： 
1.權力由中央政府所分享，這是協和體制（consociatoin），此策略嘗試保證

少數代表在內閣中享有行政權的分享，例如一九七三到七四年的北愛爾蘭；以及

完全成熟的協和式政府，包括比例代比表制分配職位及政府形成的政治協商，例

如瑞士。 
2.聯邦制（federalism）自治完全是依據族群原則組成的單位來施行，例如：

一九六八年後的捷克兩個共和國，南斯拉夫六個共和國，前蘇聯十五個共和國。 
3.團體權利（group rights）這項政策不只是承認個別公民的平等，並給予以

族群或文化為區別的團體額外的權利。例如：它將會提供一個立法架構給語言、

文化、教育領域的權利；在維也那會議（Congress of Vienna）強迫奧地利、普魯

士、俄國尊重波蘭人的權利，在荷蘭則尊重天主教徒的權利。 
4.少數族群被賦予文化自主權（national cultural autonomy），權力由中央移轉

而來，但當局的管轄權是以個人非以領土，而且是以文化或某種主觀特徵來定義

，例如：在十八世紀末的波蘭聯邦（Polish Commonwealth）賦予散居的猶太人
制度化的自治權，及一九七○年後的比利時設立荷語及法語的文化社群。 
 
表 1-3：適應派的族群管理策略之類型 
                                  讓步的範圍 
                           政治的          文化的 
          中央集權化       協和體制        團體權利 
 
 
            分權化         聯邦體制        文化自主 
 

權
力
的
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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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化（Assimilation） 
    同化是最有名及最廣泛被採納的族群管理策略。其所表達的「一個國家，一

個族群，一種語言」簡單的說就是從一個文化到另一個文化，且所有的支持者都

在裏面。在歐洲許多重要歷史時期是採強迫式同化少數（或語言）族群，藉著否

決其進入政治和文化的自我表達，及限制教育設施的使用。如英國擴展英國文化

影響力到塞爾特人（Celtic），蘇聯降服其邊境人以加強蘇聯的文化和支配；近來

的法國、保加利亞、羅馬尼亞亦是如此。 
 
涵化（Acculturation） 
    指穩定的消失文化上差異的過程，一種非強迫式的同化結果。在很多的例子

這是一種過程的最終階段，而早期的階段則會有明顯的同化形式。如蘇格蘭及威

爾斯說蓋爾語（Gaelic）及威爾斯語的人持續在消失中。在前蘇聯時期，人口普

查顯示烏克蘭人也消極性地臣服於蘇聯的影響。由於支配社會的歧視，弱勢團體

會尋求整合入支配團體。美國的黑人、南非的非白人及西歐的移民都是。 
 
人口轉移（Population Transfer） 
    確保族群界線與國家邊界一致，最短最快的方法即人口轉移。它又可再分為
以下四種不同的類型。 

1.最簡單的方法是驅逐（Expulsion），數百萬的德國人於二次大戰後從中歐

及東歐國家中被驅逐。 
2. 交換（Exchange）。兩個或更多國家同意交換人口以使得更高的族群同質

性。一九二○年代希臘、土耳其及保加利亞即從事人口的交換。儘管看來相當公

平，但少數族群不用說在此過程是非自願性的。 
3.殖民（Settlement）。統治者遷徙人口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或要邀請

殖民者從外面來改變族群的平衡，也就是某種屯墾政策。十七世紀英國遷移蘇格

蘭人口到北愛爾蘭；同時間歐洲國家人口遷移美洲也是類似政策。 
4. 遣送回國（Repatriation）。它與驅逐出境不同，少數族群的遷移並非因為

不受老家歡迎，而是因為受到新家的歡迎。兩次世界大戰之後，都有相當多的波

蘭人被蘇聯遣送回國。 
    不管這些人口交換是用什麼正式語言來形容，在這些環境下少數族群的轉移

都是非自願性的。 
 
疆界調整（Frontier Adjustment） 
    在部份國家少數族群相當強或其外部聯盟強大到可取得重畫疆界，以提供新

國家或轉移少數不滿族群到鄰國去。一次大戰後有許多歐洲國家有此例子。從表

一隱含的意義，人口轉移（population transfer）的發生是由國家所發動，所以疆
界的轉移發生在國家失去領土，是由少數族群所引發。國家自願失去領土那是令



第一章  緒論 

15 

人難以想像的，這種情形的發生是在去殖民主義（decolonisation）；另外就是南
非白人允許班圖人獨立，以集中白人統轄領域。 
 
種族滅絕（Genocide） 

這是最殘忍的族群管理政策。最聲名狼籍的就是二次大戰猶太人的遭屠殺。 
 
族群自殺（Ethnic Suicide） 
    基本上是不合理的，但為保留邏輯的一致性。過去曾有宗教團體集體自殺，

但以族群為基礎的集體自殺相當罕見（Coakley，1992：344-351）。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文獻回顧 

本節首先針對族群衝突的相關研究途徑做一回顧整理，其次是台灣有關族群

衝突研究的文獻回顧。 

壹、研究途徑回顧 

本節有關族群衝突研究途徑的回顧，將包括：現代化途徑、多元主義途徑、

權力分享途徑、修正權力分享途徑（包含控制模式、霸權式交換理論、族群的民

主）、新制度主義、理性抉擇途徑等。 

一、現代化途徑 

有關族群性（ethnicity）在政治上的研究途徑，可追溯至馬克斯（Karl Marx
）及涂爾幹（Emile Durkheim）的作品，兩者對族群認同的看法，都認為是臣屬

於因經濟現代化力量而有所轉變的一組較大現象之其中一部份。對馬克斯來說，

族群民族主義和宗教兩者都是上層結構的主要部份，是由具支配的經濟及政治階

級所製造出來的。就像宗教一樣，族群性可被支配階級用來合法化他們的統治，

藉由創造虛假的意識把不同的階級拘束在一起，並且培養那些在經濟上較弱勢階

級者的政治服從性（political passivity）。族群團體這個「概念」，可被轉換成一個

比由存在的物質條件所構成的事實「更高的概念」。現代化的過程被期待在無產

階級勝利時達到巔峰，意即族群民族主義最終將消失，如同階級支配的其他社會

現象。馬克斯學派的遺緒（影響了馬克斯主義者和非馬克斯主義者），乃藉由現

代化的力量來分析族群在政治中的角色，是一個比較短暫性的現象、被型塑，並

且最後被摧毀。 
涂爾幹宣稱經濟現代化的過程將導致分工，它可能由一個有機整合的社會（

organically integrated society），取代一個機械式整合的社會（mechanically 
integrated society）。一個機械式整合的社會，其團結是藉由一連串的原生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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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ordial identification）所創造出的集體意識。這些明顯長期存在的原生認同包

含了神聖的象徵，它可再生一個社會所需的社會結構。因此，集體意識扮演一個

不可或缺的角色以維持社會的團結。然而，由於一個社會的轉變是基於分工，而

沒有一個人可以完全的自給自足，因此每個公民變得開始依賴其他公民。每一個

人在一個大拼圖中都是一小塊，整體的完成是需要每個人實踐他或她的特殊角色

。在這樣有機整合的社會（經濟現代化的產品），原生集體的意識已不再和社會

的整合及存續相關。因此已經喪失功能的族群認同，將會很快消失（Newman，
1991：453-454）。 

Karl Deutsch則宣稱經濟發展、都市化以及逐漸增加的識字率，將使全世界

不同族群團體導向更大的整合。他預測，更大的經濟及政治互動於人群及當代溝

通網絡之中，將會打破族群狹隘的行為，並且取代族群的忠誠到更大的民族的、

跨國的以及全球的社群。族群認同將會逐漸的消萎，當這個過程被集體地認知，

並藉由社會動員大規模人口的現代化，如此將會增加他們同化的可能性與進行速

度。Deutsch 甚至聲稱，同化不同的族群團體是從屬於社會的工程，也就是，「

太常有人把語言及族群性表淺地視為是一種意外，或卑屈地接受他們是個命運。

事實上，他們既非意外也非命運，卻是一個可辨識過程的結果；只要我們愈快地

開始從事這個看得到的過程，我們就正開始在改變它」（Deutsch，1966：164）。 
其他的學者宣稱，不管如何，現代化與族群團體間的關係已經變得越來越模

糊。事實上，溝通網絡的躍進已增加少數族群的文化被察覺到。其影響有兩個面

向：溝通使他們更瞭解到誰分享了他們的認同，以及注意到那些是與他們不同的

族群團體（Connor，1994）。Cynthia Enloe宣稱，在通往現代化的路途上，族群

認同能夠是一塊基石，同時也是一塊潛在的絆腳石（Enloe，1973）。在一九七○
、一九八○以及特別的一九九○年代的政治發展，已經證明是偏向 Enloe的主張
，而非族群認同的式微、甚至消滅。也就是主張在族群團體間更大的整合及更多

的容忍已逐漸過時，取而代之的是根基於族群認同主張上的衝突，已經逐漸快速

增加許多（Gurr & Harff，1994）。 
已經增加的族群意識和族群動員（在某些例子是族群戰鬥）可採兩個方向：

朝向更大的族群團結，其係基於更平等的權力分配；或者朝向權力的分化，以符

合那些不能被國家制度所吸納的族群團體的期待。假如族群團體已經抗拒現代化

同化趨勢以及更廣大認同的形成，那麼後者是比較可能發生的。權力的分化可能

採取幾種形式，它可能導向分權化，或者產生較小政治單位的自主；它也可能導

向解體（disintegration）及內戰（Enloe，1973）。 
學者已經使用許多其它研究途徑，來解釋當今持續存在的族群衝突現象。倡

議族群衝突原生觀點（primordial perspective）者認為，人們的族群認同有很深的
社會的、歷史的、及遺傳的基礎。從這個觀點來看，現代化被認為是對族群鞏固

及文化的一種威脅。另一方面，倡議族群動員工具論本質（instrumental nature）
者認為，團體的主要目的是物質的及政治的利益（gains），並且族群認同是唯一
被用來獲取那些目的的手段。在這個觀點之下，現代化最重要的效果，是增加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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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團體及少數團體間的經濟差異，或對這些差異的察覺與怨懟。政治領導人利

用這些差異，建立以族群為基礎的政治運動，其目的是希望增加其所屬團體或所

在地區的政經福祉。此論證的觀點，被稱之為內部殖民主義（internal colonialism
），它被用來解釋已開發歐洲社會中，族群衝突增加的一個起源，這些區域性的

分離主義運動，包括英國的威爾斯人及蘇格蘭人，法國的布雷頓人和科西嘉島人

，以及西班牙的巴斯克人（Gurr & Harff，1994：78-79）。 
在解釋族群衝突，原生論和工具論觀點的倡議者已經正在使用不同的因素。

原生論觀點的倡議強調族群認同、文化及疆界的重要性，而工具論倡議者強調追

求物質的及政治的利益。然而兩個理論基本上並非互斥不一致的。Gurr & Harff
即認為當族群團體出現強烈的認同感，以及該團體處於相對劣勢時，族群團體即

可被動員。一般認為，當不同族群團體的人民，為了相同的稀少資源與地位而直

接競爭時，其族群認同就顯得格外重要。並且當某些團體比其他團體更為優勢，

不平等的情形就會增加，因而形成族群動員與衝突的第二個條件。目前已有越來

越多的學者傾向統合這兩種狀況。 
 

二、多元主義途徑 

族群多元主義和民主政治是否能夠被調和？多元主義是否能夠提供一個新

的詮釋理論？Robert Dahl在研究美國 New Haven市政府決策過程中，發現市政
的決策並非由市長個人所能夠完全專斷主導，而是由多種代表不同利益的專業團

體相互競爭與妥協下所獲致的結果。因此，他相信由社會上各種不同的利益團體

，透過競爭、談判與妥協為主的多元政治，可以防止任何個人與團體完全主導政

府的權力，個人與各種社會團體都有機會去影響政府的決策，以維護各自的權益

；所以，這種多元政治的體制基本上是民主的，而民主政治的實踐，就顯現在代

表不同利益團體的政治菁英之間的競爭、妥協與分享政治決策權上（Dahl，1961
）。透過社會團體的公開競爭與人民自由結社而擴大政治參與的情形，也就是

Robert Dahl所謂的民主政治實踐的「多元政治」，而將「民主政治」視為是理想

狀態下所謂「理想型」的民主政治（Dahl，1971）。從 Robert Dahl多元政治的民
主理論加以延申，多元主義就成為具有規範內涵的理論；換句話說，多元主義論

者認為民主政治中的權力應分散在各種社會團體上，不應讓少數的團體所把持；

在權力中心多元的基礎上，社會中利益的衝突才能在共識的情況下獲得和平解決

，民主政治的正常運作才有保障；同時，民主政治的秩序也建立在容許各種社會

團體的存在與競爭，以及一般民眾與團體的政治參與擴大等基礎上（Dahl，1956
；Dahl，1961；Dahl，1971；徐火炎，民國 87 年：240-250）。 
在多元主義理論延伸下，族群團體被視為一社會團體，其成員身份明確、團

體界線清楚的次文化團體，有其自身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利益；權力的中心

被假定是具有多元、分散與相互制衡的性質；政府則是回應各族群團體需求而成

為有組織的權力競爭舞台；各族群團體都有機會去影響政府的決策；政府的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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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政策制定，則是由各族群團體競爭與協商的結果；並且主張容許不同族群團體

可以各自保有獨特的文化或認同，不再以族群同化為唯一目標。 
學者依據族群多元主義規範觀察現實世界的情形，大致可歸納出有以下幾種

類型。第一，支配型多元主義（dominant pluralism），它的特徵是有一個具支配
性的多數團體或文化，以及有多個少數族群團體，像印度及俄羅斯，在這兩個國

家中有相當多的少數族群需求。第二，兩極多元主義（bipolar pluralism），有兩

個可區辨的主要團體，每一個都有明顯的特別領域，以及可能有一至兩個的少數

團體；像比利時以及前捷克斯拉夫。第三，複雜的多元主義（complex pluralism
），有超過兩個多數或主要的族群團體，以及可能有多個少數族群團體；像前南

斯拉夫是此結構最複雜的例子，其他像瑞士、黎巴嫩也可視為是此種類型的代表

。第四，族群地區主義（ethnoregionalism），是指某些國家，它統合了許多不同

地區，其公民社會的語言、宗教、文化或傳統有顯著差異，在歷史上可能是獨立

的或某種程度上是政治自治的。英國、加拿大、及西班牙可被視為是此多族群國

家的代表。在很多的事例中，這些結構是帝國主義的遺緒或過去民族建構努力下

的殘留，並統整過去曾加在族群對立與衝突上所造成的痛苦、猜忌與怨恨所留下

的遺產（MacIver，1999：9）。 
關於多元主義理論的許多假設，落實到現實世界中有許多不相符之處。John 

Furnivall在研究印尼經濟時，發現不同的文化團體在經濟上相互競爭，其互動僅

限於經濟市場領域，彼此之間並沒有共同的信念或效忠的對象，超越在這些文化

差異之上，也沒有相互尊重的法律及道德規範來限制族群間的互動。這導致毫無

限制的競爭，而無法藉由任何社會團結形式來緩和關係。這樣的社會註定要分裂

，除非從外面引進一個力量來鞏固（Furnivall，1983）。此外，族群團體力量的

大小不一，以致接觸及影響政府決策的機會明顯不同，而政策的最後產出也並非

都是協商、妥協、利益均霑的結果，而是較偏向特定的族群團體；政治制度設計

也未詳加考慮（例如：總統制的贏者全拿），導致少數族群團體永遠沒有參與或

分享權力的機會，也加深其離心力與分離主義。至於完全中立的國家角色，更是

引來國家中心論的反駁，認為國家它本身即是一個政治行動的單元，有其自主性

與職能，更有其自身的利益與偏好（Krasner，1984；Evans & Rueschemeyer & 
Skocpol，1985）。儘管多元主義的解釋力有所不足，但多元主義的許多概念與論

述仍有相當參考價值，值得保留，包括：（1）政府權力的分立與制衡仍是民主政

治的制度條件；（2）自由結社的社會團體（族群團體）仍是人民政治生活的重心
，也是分析民主政治運作的基礎；（3）利益團體（族群團體）的競爭與妥協仍然

是政府政策的決定因素。因此，針對多元主義理論做部份做修正，而有了權力分

享理論（或協合民主理論）的出現。 
 

三、權力分享途徑 

關於族群衝突管理的重要課題：沒有一個重要團體應該被禁止於分享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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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力。政治制度應被設計以確保少數在國會及官僚體系等比例代表，並且他們在

政治、文化、經濟的利益應被注意到。少數族群的選票被政黨所吸收，少數團體

的利益應該被尊重（Welsh，1993：56）。拒絕多數決模式（majoritarian model）
及強調菁英合作，是值得思考及努力的方向（Nordliger，1972）。因此，學者提
出權力分享途徑（或協合民主理論），它包含四大特色。 
第一大特色，聯合運作政府（特別是行政權）的權力。最直接的形式是內閣

制的大聯合內閣。在總統制中，它較難安排但非不可能，一個方法是分配總統職

務與高級首長給不同的團體。 
第二特色，它補充聯合統治的原則，在所有共同關心的議題方面，決策需經

由不同團體或代表聯合為之；至於其他議題，決策留給各別團體。假如團體有很

清楚的領域集中，團體的自治可以以聯邦形式制度化。假如團體是交錯混合，自

治將必須採非領域形式，或混合領域及非領域形式。 
第三特色，比例代表制作為是政治代表、公職分配及公共基金分配的基本標

準。它最大特色是，以有眾所周知的公平分配標準。在政治分配及代表方面，比

例代表制特別重要的是它對少數族群的公平代表的保證。 
第四特色是否決權這項最後武器，少數以保護其最重要的利益。當少數參與

行政權的分享，它可能遭多數所否決或打壓。少數所關心的切身利益如果面臨威

脅，否決權則提供基本的保護。當然否決權也包含一些危險，假如少數濫用其否

決的權力，權力分享體系將會逐漸破壞（Lijphart，1977：25-52；Lijphart，1991
：494-495）。除非上述這四項條件具存，否則權力分享是不完全的，假如有一項

或更多項缺少，它將運作不當。過去南非及辛巴威的例子即是如此。 
為使權力分享理論能夠獲得健全的運作，Lijphart 列出有利的九大因素（其

中又以前兩項最重要），摘要條列如下： 
（一）缺少佔絕對多數的族群或團體； 
（二）族群團體間並無很大的社經差距； 
（三）族群團體差不多一樣大小，以致於有權力均衡； 
（四）沒有太多的團體，以致於協商不會太困難和太複雜； 
（五）總人口數相對較小，以致於決策過程較不複雜； 
（六）有外部的危險會促進內部的團結； 
（七）有連結的忠誠可降低特殊族群忠誠的力量； 
（八）族群團體在地理上集中於一地，以致於聯邦主義能促進團體的自治； 
（九）先前有妥協和相互包容的傳統。 
但這九項因素非決定性因素，它們既非是採用或權力分享成功的充份也非必

要條件。這意味當所有或大部份的情況都出現，權力分享的成功也未獲保證。而

當許多情況或重要情況不存在，成功仍是可能的。舉例來說，權力分享例子表現

最好的比利時和加拿大，它們即有出現某一族群佔絕對多數的情況（Lijphart，
1977：53-103；Lijphart，1991：497-498）。 
當族群團體的界線可以被識別毫不模糊，當每個團體可清楚界定有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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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族群團體可以呈現他們屬於那個政黨、而另一個屬於那個組織時；那麼就可設

計一個體系，每個團體給予一部份的行政權、文化自主、立法席位及特殊議題的

否決權。假如社會中的團體無法區別，那上述的制度設計就無法做了，解決的方

法只能以讓族群團體來定義他們自己。主要的方法是採比例代表制、多黨聯合政

府以及文化議會。最著名的事例是設計比例代表制並鼓勵選舉，它不管社會分裂

程度是大是小、及團體的大小。在多族群國家，族群性可能擴散、但對多數選民

仍有最強的吸引力。結果在沒有先決的團體和相對大小，比例代表制允許他們定

義他們本身，並依據他們吸引選票多寡給他們議會代表。其次，所有政黨凡達到

一定最低限度大小即可被邀請參與內閣。凡達到某一最低程度人數，否決權可授

與立法團體。文化自主可被引進，文化議會可就語言及文化領域進行立法及行政

工作。 
在自我定義下的權力分享安排有許多優點，第一，團體的相對力量大小會隨

著時間而改變；比例代表制可提供一個持續有彈性（政治代表）的調整。第二，

一個團體現在可區別，但逐漸變得模糊或可能發展成內部分裂；比例代表制則能

妥切提供政治變遷的解釋。第三，有相當大比例的選民無法識別認同任何族群團

體或拒絕族群性作為選舉政治的適當基礎；比例代表制在所有政黨、族群或非族

群都是完全中立的，它則提供偏好的表達。 
權力分享途徑造成多數族群或團體的低度代表（或不足代表），明顯的好處

是使少數族群覺得較有安全感。但多數族群的不足代表也有數項缺點，第一，對

多數族群參與權力分享體系或共同承諾，缺乏誘因。多數族群本來就很勉強去接

受權力分享；不足代表更是增強其嫌惡。第二，少數族群的過度代表需要優先決

定，那些團體要事先賦予特別的代表權利。Lijphart 一再強調，要讓團體來自我

定義他們本身，不要事先就被定義好。第三，似乎較有利於少數族群去依賴權力

分享的正常保護機制，而非過度代表的虛幻利益；畢竟，除非多數代表降到 50%
，否則已經降低的多數族群仍是多數。對少數族群真正的保護仰賴於他們積極參

與中央決策的能力、享受文化自治，以及必要的話使用否決權（Lijphart，1991
：499-501）。 
對於少數族群的利益照顧，較佳的方式是藉由團體自治而非參與中央決策。

假如少數族群在地理上是集中的，創造地理上自治是合理的解決。假如不是的話

，文化議會可作為解決，如比利時境內的德國文化議會。另一個方法是在最高行

政層級分享某程度的權力。舉例來說，假如少數族群在地理上集中於一地，在地

方層級可參與行政權力的分享。在全國層級，少數代表可作為內閣成員的顧問，

對於影響其權益的議題參與決策，但沒有正式的投票權。同時由內閣所設立的委

員會及諮詢會議可針對少數權益提供建議；甚至這些議會可給予少數團體永久的

代表權（Lijphart，1991：503）。但也有學者認為族群團體在地理上的區隔只會

增加衝突，因為各自不平等的發展及要求更大權限的自治，只會帶來更多衝突的

機會（Nordlinger，1972）。 
對於制度安排與權力分享體系，Lijphart 強烈反對推薦以下兩者其一：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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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政府與混合的選舉體制（比例代表與複數選區混合）。在總統制政府，行政權

集中於一人，在多族群社會，這代表權力將集中於某一族群手中。在內閣制中有

權力分享的機制，總統制中則缺乏這項功能。至於比例代表與複數選區混合的選

舉制度，以黎巴嫩例子來做說明。假設在應選出五個議席代表的複數選區中，若

桑尼教派（Sunni）人口約佔 60%，什葉教派（Shiite）人口約佔 20%，瑪隆教派

（Maronite）人口約佔 20%，那麼為求族群權力均衡分配，議席分配將採 3：1

：1 的名額。選民可針對政黨所提出的族群均衡名單投票，也可針對各人來投票

，反正只要尊重 3：1：1 的比率原則即可。表面上，此種制度顧及各族群派系人

口比例的權力分配，並鼓勵不同團體間政治領袖的相互合作；但事實上，什葉教

派及瑪隆教派所選出來的代表，往往是靠著居人口多數的桑尼教派的選票分配所

得來。在此情況下，少數族群團體選出的代表，通常以能配合多數族群利益的溫

和人士居多，這和權力的分配應切實反映族群利益、由各族群共享的原則，有段

相當大的距離（Lijphart，1991：506-508）。 
一般對於權力分享途徑的主要批評，包括：協和民主它所傳遞的民主的「品

質」，它需要大眾對選舉菁英的臣服、祕密的協商、額外的成本或無效率，以及

無靈活性或低能力的改革。對馬克思主義者而言，協和民主被視為社會控制的形

式，用來分化勞工階級並維護資產階級統治。另外對於 Lijphart方法論的批評，

認為他將政治體系分類為多數決與協和式兩種，要求對既存的決策體系應有更為

精細的分類。這些諸多批評，可歸類為三個問題，第一，協和的概念是否能被先

前非協和式國家採用，以解決未來的衝突？第二，它是否能有效被用在種族、族

群、語言、宗教社群的衝突？第三，它是否能從西歐舊的政治體系（民主較強固

）移植到政治體制較脆弱的第三世界國家？ 
Lijphart 的回應是，協和式民主可以在任何社會嘗試，不論其社會多元程度

如何。多元程度愈高，則成功的機會就愈低。然而沒有一個其他民主的形式有更

好成功的機會，況且非民主政體也都不安定。在任何狀況下，協和民主是沒有保

證絕對成功的，即使在最有利的情況下，因為它相當依賴許多無法測量的菁英技

巧與動機因素。相較於 Lijphart的回應，Lehmbruch & Daalder則認為協和式決策
模式在許多我們所知的例子是最好的，但那是在特殊國家特殊歷史環境下的產物

。儘管這個觀點並未駁斥----協和式方法可轉移到其他國家的說法，但它建議說

這種轉移的成功或失敗可能得依賴特殊的政治文化，對此 Lijphart在某種程度上

勉強予以承認（McRae，1991：96-97）。 
此外，Lijphart 的假設理論也出現兩難困境。首先，在結構方面，協和理論

中並沒有一個佔多數的支配地位；但在族群--語言衝突，多數對少數（或者優勢

對弱勢）情況是經常發生的。這是一個無法事先排除的協和關係，但它卻是很難

建立及維持。兩造間的資源不平等愈大，協和體系的保存愈困難，並且它愈可能

發展成某種形式的控制體系。其次，成功的協和體系來自於菁英的能力及意願，

去協商以致各不同部門（族群或團體）間願意妥協。但假如任何一方的領導皆不

願去維持體系的運作或去推翻它或進行分離，而非支配一方的菁英也無能去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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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政治體系，那麼短期內控制模式可能比協和模式有更大成功的機會。 
 

四、修正權力分享途徑 

協和的過程要成功，一方面爭議中的團體菁英要有最低程度的承諾去對話及

協商，另一方面與其他團體要有起碼共同的目標。這起碼的共同目標可能來自於

，對政治體系的忠誠、團體利益的認知、暴力的恐懼或其他因素，但假如缺少管

理族群衝突的機制，則優勢族群將會要求採取控制模式（control model）的策略

（McRae，1991：102-103）。 
根據 Ian Lustick的說法，協和主義理論的焦點在於，次級團體菁英的相互合

作是重要的因素；而在控制理論則關注在，優勢團體被動員來執行社會穩定關係

的出現和維持，其乃是藉著抑制其他團體或部門的政治行動和機會。控制模式的

發展主要是「分析目的」，而非規範目的。它是被發展來「解釋」政治穩定在某

些嚴重分裂的社會----協和政治狀況並不存在。它不是設計用來批判協和政治理

論，它是另一種解釋的替代選擇。以規範的標準，控制模式只是次佳的選擇（

Lustick，1979：328；McRae，1991：100）。 
Brian Barry儘管接受協和模式的完整性及有效性，但也提出了許多批判，包

括協和類型的過份運用。他指出當該項政策被運用時，實務上它可能導致的協和

治療，可能是加劇惡化而非是修復。從分析的觀點來看，Barry 批評協和理論傾

向強調合作、次級菁英間正式行為，而犧牲掉可能更直接的權力關係和操縱工具

，以此來解釋所謂的社會穩定，而非不同的協和或規範衝突的實例。他同時也指

出，儘管很多學者在協和主義議題上強調分裂社會民主的本質，如隱含著反民主

、操縱協和技巧的，但一般都被忽略。 
Barry 的主張引起其他理論的深思，以補充分裂社會中有關穩定的解釋：包

括團體間的控制或支配理論。在一個垂直的分裂社會，社會穩定是弱勢團體被優

勢團體持續操縱的結果，這種控制理論的解釋在相當程度是適當的。此外，儘管

在沒有嚴重分化的社會可能呈現是協和主義或控制的範例，並且儘管某些社會可

能在不同的團體間包含著兩種關係，然而就概念途徑來說，協和與控制這兩者應

該被嚴格區別是必然的。從實務的觀點來看，最起碼有很多分裂社會其穩定，可

從較優勢的次級團體藉由與敵對次級菁英合作方式來解釋。其例子如：南非、二

次大戰前美國南方的黑白關係、玻利維亞的混血兒與印地安人的關係、以色列的

猶太人與阿拉伯人的關係、約旦人和巴勒斯坦人在約旦內戰後的關係、阿拉伯人

和庫德族人從一九七五年起在伊拉克的關係、俄羅斯和其他民族主義者在蘇聯的

關係、圖契族人和胡圖族人在蒲隆地的關係、在台灣的大陸人和本省人（Lustick
，1979：327-330）。 

Lustick 在研究以色列國境內的阿拉伯人處境個案後指出，為了儘可能在協

和主義（Consociationalism）與控制理論（Control）之間建立清楚的概念上區別

，可摘要出至少有以下七個方面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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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協和模式的資源分配是代表兩個部門的利益由兩團體的菁英所為；在

控制模式，分配是由支配團體的菁英所為並代表其利益。 
（二）在協和模式，部門間的有效聯繫是透過協商和妥協；在控制模式，他

們是剝奪性的和滲透性的。 
（三）菁英間強硬的討價還價在協和體系是正常的；在控制體系，它象徵喪

失功能或崩潰。 
（四）在協和模式官方機構（官僚、法院、軍隊）在部門間是中立的裁判；

在控制模式，它是多數部門的行政手臂。 
（五）在協和模式，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是基於所有團體的共同福祉；在控制

模式，它奠基於多數部門的利益和需要。 
（六）在協商模式，對次文化菁英而言中央策略問題，對所有團體是對稱的

且導向兩個方向的，它需要菁英間成功的協商和內部團體執行決策的紀律；在控

制體系，策略問題對菁英來說是不對稱的，但對多數和少數兩者的菁英來說，菁

英間的關係會是一個問題，遠甚於維持團體的團結。 
（七）在協和模式是精細但安全的平衡模式；在控制模式是布偶操縱者操控

的把戲（Lustick，1979：330-332；McRae，1991：100）。 
Lijphart 認為控制模式的少數民主個案----部門間大小極端不對等的多數民

主，並非是真正的民主，因為多數控制的民主是種多數獨裁。而原住民在當前世

界的許多國家其處境即可以控制模式來加以描述，包括那些甚至在已經成為民主

模式的國家內（McRae，1991：101）。 
控制理論修正自協和理論，因此兩者在解釋面向上偶有互補之處，交互運用

，甚至同時並存的現象，以下大致可歸納出幾項： 
（一）一個國家在一些團體間可能出現協和模式的類型和實例，同時間對另

一團體可能出現控制的關係。Lustick指出，以色列即是這種例子。 
（二）一個體制的發展，它可能從控制模式到協和模式，也可能剛好相反。

瑞士即是從十九世紀急進支配逐漸轉成穩定協和聯合體系。 
（三）在聯邦體制的政治競技場中，任何一個政治團體可能同時會屬於臣屬

的、平等的及在上位的地位，在不同的邦或省及聯邦層級；因此，一個團體可同

時具備控制模式及協和模式的角色。 
（四）一個協和體制國家在某些政策領域範圍內，可能較接近於控制模式。

例如，瑞士政治體系較偏向於協和體制，如文化及語言領域，但在經濟領域則偏

向反應蘇黎世及工業重鎮的支配優勢（McRae，1991：102）。 
 
由於協和民主理論成功的例子都在西方民主國家，很少是在第三世界國家。

因此，有學者嘗試混合協和民主理論及控制支配理論，創造出新修正的霸權式交

換（hegemonial exchange）理論，以解釋非洲國家的例子。在這種國家體制下，

其特徵是對族群團體的要求有較大程度的開放（儘管不如西方國家來的民主），

這種開放的彈性導致不同族群團體的利益，可以透過代表公開的或有默契的來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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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這種霸權式交換途徑，在 Donald Rothchild研究非洲國家時經常用到。這些
國家並沒有足夠強制力來解決所有族群團體間問題或紛爭的能力，因此政府必須

要和族群團體進行某種程序的交換。然而，這些國家也不致於軟弱到不能運用某

種國家霸權來禁止黨派之間的競爭。所以，霸權式交換的理想模式，國家協調機

構是個具自主性及某種權威的角色，加上一些較沒自主性能力的族群團體，在共

同接受的規範基礎上進行相互的包容與協商（Rothchild，1986：70-97）。這樣設
計出來的方法，能夠確保稀少性的資源與工作，獲得各族群團體一種可接受的分

配。這樣的結果雖然有些較沒效率，但卻是務實的解決非洲多族群國家所面臨的

問題。 
 
此外，前面提到的控制模式，由 Ian Lustick在研究以色列國境內的阿拉伯人

處境後修正提出。然而近來 Sammy Smooha再度以以色列（排除了佔領區）為個

案研究對象，他以廣泛的態度調查（attitude surveys），發現猶太人與阿拉伯人間

的關係有些正面的進展。他認為猶太人的態度已經有些微的改變，從控制轉為強

調平等與整合。阿拉伯人與猶太人間的關係，可被理解為猶太人變得較可親近性

與阿拉伯人的政治化增強，亦即阿拉伯人逐漸可在以色列國家內爭取較好的待遇

，而非完全被拒絕其合法性的地位。對於這種現象，不該將它視為是傳統的或者

是協和式的民主，因為以色列境內的阿拉伯人仍是屬於弱勢的地位。但他們仍舊

可享有公民的及政治的權利，並積極行使之。由於並沒有其他的模式可解釋這種

狀態，所以稱之為「族群的民主」（ethnic democracy）（Smooha，1992）。這意味
著是次於協和民主主義的「較低程度的」民主，族群團體間雖不平等，但國內卻

也僅有很低程度的暴力發生，且擁有相當大程度的穩定與某種程度的民主。 
 

五、新制度主義途徑 

過去傳統的研究途徑，視政治是有組織的，是圍繞在個別行動者間的互動或

事件，新制度的觀點（neo-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則視政體（polity）是「規則
、規範及制度的共同體」。政治制度的核心概念，它集合了相關的規則及慣例，

並在角色與情境關係間做出最適切的行動。政治制度給政治帶來三個面向的秩序

。第一，他們簡化了行動上的混亂，因為他們提供有限數目的行動選擇。第二，

他們簡化了意義的困惑，因為他們創造了一個結構來解釋歷史及期待未來。第三

，他們簡化了異質化的混亂，因為他們形成一個參與者大範圍的偏好（Koelble
，1995：237；March & Olsen，1989：171）。 

March & Olsen因此強調制度的規範性角色。這有三項結果。第一，他們宣

稱政治行為是受到適當性邏輯（logic of appropriateness）的強烈驅使，在那裏政

治行為者要問自己他是誰、情況是什麼、他的角色是什麼、以及他被期待在特殊

的情況下如何行為。它相反的邏輯，是政治行為者問他自己，他自己的政治行為

其結果將是什麼。換言之，行動者的行動邏輯，是在制度的限制下追求最適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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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而非利益的極大化。第二，政治制度部份創造了他們的環境：他們形成偏

好、分配資源以及定義規則。依賴他們的發展及自治的程度，制度能夠使政體朝

向整合的方向。第三，政治制度傾向激起有限數目突然間及未受指導的改變，而

非一個持續性類型逐漸的和有計畫的改變。這是因為制度較少直接回應他們立即

環境的事件。他們需要時間來統合正在變遷中的世界觀點，或者從他們自己的經

驗中獲得一些教訓。因此，制度通常是對他們的環境調適的太遲。緊張關係的產

生，可能導致朝一個不可預測的方向快速變遷（March & Olsen，1989）。 
比利時的族群衝突被制度化在政黨體系及國家結構（相互的否決權、比例代

表制、區域化……）。依照March & Olsen適當性的邏輯，我們必須詢問族群主

義者的行動內容如何變成一個必要性，而非一個選擇，是一個對規則及規範的回

應，而非理性的自我導向利益。一個必要性邏輯的指標，是政黨被迫延著法蘭德

斯----瓦隆尼亞界線來組織他們自己。儘管那些公然駁斥政治是延著族群界線的

政黨也是如此，像比利時的共產黨和綠黨。在第一個傳統政黨沿著地區分裂之後

的十五年，共產黨也在一九八三年採取聯邦的架構。而剛萌芽的綠色運動則是在

說法蘭德斯語區與說法語區各自成立獨立的政黨，分別是名為 Agalev 及 Ecolo
的綠黨。 

March & Olsen同時也提出一個理由解釋，為什麼族群衝突會一波波的來。

他們宣稱政治制度對環境變遷的適應太慢，並且對於重新定義行為規則開始的太

遲。落差變得逐漸加大，以致現存的行為規範變得毫無作用。當制度設定時政治

人物間發生衝突，此時極可能爆發和產生快速制度變遷的壓力。而導致傳統行為

者間崩潰的相同落差，則將會擴大制度設計圈外的政治人物的政治機會結構。 
除了強調制度的規範性角色，同時應該重視政治制度的組織上的權力。以比

利時來說，要瞭解族群間的衝突，不同政府層級間關係的發展是重要因素。從一

九八○年開始顯著的朝向聯邦化，包括設立社群與地區，以及各自擁有行政、立

法、有限的財政自主和配套的權力等。這些複雜的制度配套措施，必然會影響族

群關係的發展（Hooghe，1991：49-51）。 
 

六、理性抉擇途徑 

Rogowski 使用理性抉擇理論來預測，何時族群認同將會導致政治衝突，並

且描繪出這些將會發生衝突所採取的意識型態形式。他強調現代化可以創造族群

政治活動必要的條件，但衝突的實際發展則取決於一國內不同族群團體資源間的

均衡。現代化過程決定經濟的和政治的資源有利於特殊的族群團體，並且這些資

源相對程度上反過來建構族群團體的意識型態、策略，以及政治組織。他把研究

焦點擺在下面兩者，其一是在一個垂直的文化分工（cultural division of labor）中
，一個族群團體支配另一個的「多元」國家（plural states）；另一個是每一個族
群團體保留其技能（the skills）使其能創造一個完全獨立的國家的「柱形」社會

（pillarized societies）。他宣稱理性抉擇理論，能夠解釋一國內每一族群團體其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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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如何回應族群團體的支配----不論是藉同化、孤立、同情、抗拒或少數的民族

主義。此外，理性抉擇能被用來解釋新族群認同的產生，或非菁英選擇對臣屬地

位（subordination）的抗拒。 
Rogowski 依據理性抉擇途徑，提出了一連串的假設。在一個文化分工及社

會層級穩定的國家中，族群民族主義將不會存在。臣屬族群團體（subordinate 
ethnic group）其往上流動的成員，假如沒有被支配文化所同化，他們將會領導激

進的民族主義運動。根據 Rogowski的說法，這是民族主義最普遍的形式；在過

去的五十年曾出現在納粹德國、印度、魁北克、蘇格蘭及非洲。反之，在臣屬的

一方向上流動，可能導致在支配文化中非菁英所產生反動的（reactive）民族主
義。這種沒受教育的白種工人（redneck）民族主義在南非歐洲移民後裔（Afrikaners
）之間發展，並且存在於羅德西亞白人、美國南部和北愛爾蘭新教徒之間。在菁

英文化成員間的向下流動將不會導致民族主義，除非這些下沉的菁英完全被菁英

文化所驅除，此時他們則會帶領抗拒臣屬族群團體。 
在一個有文化分工、生產形式改變的國家，族群菁英「過時的」技能，可引

起非菁英式、激進的民族主義；宛如十八、九世紀歐洲民族主義的崛起，是跟隨

在地主貴族政治的衰敗而興起。假如生產形式的轉變導致臣屬團體的去技術化（

deskill），那將不會再有民族主義的活動，因為臣屬團體將會缺少有技術的菁英

來指導運動。假如生產規模的改變取代舊菁英，並且代之一個新的菁英，那麼激

進的民族主義將會興起。然而，假如文化分工仍然維持穩定的，那麼臣屬文化同

化的壓力（不管是其內部或本身而言），將不會產生一個臣屬的民族主義。此外

，在臣屬及支配族群團體之間有關貿易的改變，將不會導致民族主義，除非這些

改變提昇了非菁英的地位，並且出現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此時所導致的民族主義

將會是保守的、反革命的及非暴力的。 
在一個柱形社會裏，假如其中一個文化比另一個文化的社會流動性更高，則

其中一個族群團體可能訴諸操縱性的民族主義----那是被傳統的菁英設計來維持

他們的地位。這種情形就曾出現在加拿大魁北克所出現的保守民族主義；當一九

三六到一九六○年時魁北克省已開始現代化，它被設計來保存鄉村教區文化。假

如一個新的生產模式，得付出高昂代價去維持傳統和平共存的形式，那麼族群衝

突將隨之再起，包括每一個族群團體都嘗試去同化它敵對者「較下層的」文化。

Rogowski 認為自宗教改革以來、資本主義高度成長的已開發國家德國，其在下

降中的天主教徒與上昇中的基督教徒之間的衝突，亦是此種類型。在維持現狀的

情況下，每個族群團體的菁英嘗試維持社會的分裂在兩個團體的非菁英層級，以

維持由兩個保守的民族主義者支持的協和主義式社會。然而，假如一個文化決定

要去打破現狀，不管是藉由同化另一個文化，或者藉由摧毀社會的團結，由菁英

所領導的防衛式民族主義，將會在受威脅的團體中發展（Rogowski，1985：93-100
）。 
儘管 Rogowski他以理性角度的分析提供新視野貢獻很大，但不可否認，他

的分類面臨許多的缺失。基本上而言，他的理性抉擇分析已經轉向於族群菁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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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運用上：一個族群政治運動的存在，取決於充份大量的族群菁英有必要的技

術和資源，以動員政治支持和維持該運動。假如此族群菁英覺得經濟條件的改變

，開啟機會之窗來擴展它的政治權力，那將會毫不遲疑的發動族群運動。而族群

的意識型態，將再次成為操縱性菁英吩咐下被用來動員的資源。 
這個結論有很多方面並不令人感到滿意。一個理性抉擇理論應該維持內部的

一致性。所有參與者應基於自身的考量，以他們自己理性的利益來行動。即便族

群運動的支持者最後可能來自運動而獲益，然而很明顯地他們決定支持該運動是

植基於一個意識型態----菁英為增強本身的社會及政治地位所形成。事實上，在
族群民族主義的某些型式，意識型態的形成是違背大眾支持者的利益的。在加拿

大魁北克佔支配的說法語民族主義，在一九三六到一九六○年間鼓勵文化民族主

義，那雖強化了說法語政治及宗教菁英的支配優勢，然而當時他們卻拒絕給說法

語的一般大眾經濟發展的機會。因此，若肯定族群菁英是種理性抉擇的行為，則

需要否認部份大眾支持者的行為也是理性的。從方法論的觀點，這個途徑內部因

而是不一致性的。基本而言，Rogowski的主張遇上搭便車（free-rider）的難題。
儘管它對領導者是理性的，為了獲得進入國家經濟的和政治的資源，追隨者不必

要跟進。他們並沒有從族群民族主義者的煽動中直接獲益，甚且冒著失去他們現

有的經濟資源。同時令人懷疑的是，在他們獲取國家資源之前，激進民族主義的

創建者是否能夠提供選擇性的誘因以動員支持。從理論的觀點來看，Rogowski
仰賴經濟變遷的角色，以形成一個充滿利益的族群政治認同，再次導向族群民族

主義係由菁英所操縱的（Newman，1991：463）。 
 

貳、文獻回顧 

國家圖書館編目組主任黃士旂以館藏資料為主，蒐羅一九四五年至一九九九

年有關族群議題的圖書專著、期刊論文及報紙論文，以族群總論、族群比較、原

住民族群、福佬族群、客家族群、外省族群的分類方式，整理出《臺灣族羣研究

目錄》一書（黃士旂編，2000 年）。這個目錄雖還不夠完整，但對有心探究台灣

族群問題人士及研究人員，是本相當便利的參考工具。 
對於台灣族群議題的研究，王甫昌以研究內容和數量，劃分為三個階段。在

一九八○年代以前，對於族群的認定，似乎以「少數民族」為標準，所以研究的

內容與對象，以原住民族群為主。一九八○年至一九九四年，台灣政治反對運動

蓬勃興起，國民黨政權合法性危機、省籍政治的權力分配與政治鬥爭，引發省籍

政治不平等的討論，開啟台灣族群研究的崛起。這階段的族群研究有兩項特色，

第一，比較強調族群間主導及壓迫的社會互動關係，包括族群（特别是「省籍」

）之間的不平等、支配關係，以及對於壓迫的反抗。第二，以「本省人 / 外省

人」為主要分析的族群區分，外省人由於過去政治、文化及社會上的相對優勢，

被界定為台灣社會中的「優勢族群」。第三階段是指一九九四年以後，族群爭議

高漲下的族群研究。此階段除了延續上一個階段的研究課題與特色外，另有以下

幾項新特色。第一，以不同的（弱勢）「族群」為研究對象，包括原住民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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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省族群、客家族群。第二，以「工具論」和「建構論」為主要的理論取向。第

三，以「族群意識」及其表現為新的研究主題。第四，探討族群認同和其他身份

認同之間的互動關係（王甫昌，2002 年：247-262）。 
若以族群衝突的研究途徑來回顧國內族群研究文獻，則有兩項主要特點。第

一，研究途徑集中於少數兩三項。在王甫昌的分類中已提到，台灣族群政治的研

究，崛起於一九八○年以後，興盛於一九九○年以後，因此早期西方社會科學的

現代化途徑，強調溝通、同化等觀念，已隨著時代的轉變，多不為國內研究者所

採用。反而是從原生論、工具論（甚或包括建構論）的觀點去界定「族群」，探

討族群認同、族群文化、族群運動、族群關係的研究最多（李慈敏，民國 80 年

；徐正光編，民國 80 年；蘇裕玲，民國 84 年；尚道明，民國 84 年；楊鈴慧，

民國 85 年；鄭凱中，民國 85 年；李廣均，1996 年；柴雅珍，民國 86 年；江孟

芳，民國 86 年；李壬癸，1997 年；孫鴻業，民國 90 年；田哲益，2001 年；王

嵩山，2001 年；陳慈莉，民國 91 年；王甫昌，2003 年；曾逸昌，2003 年；唐

於華，民國 93 年；高格孚，2004 年）。從多元主義途徑探討族群關係，強調多

元文化的重要性，雖然論著不多（張茂桂，1993 年；周德禎，民國 86 年；張錦

華，民國 86 年），但強調尊重差異、多元豐富的族群沙拉吧，取代同化的大熔爐

觀念，已逐漸成為研究者的共識。如何落實族群權益獲得有效保障？權力分享途

徑則是透過制度化方式，規範族群應享及受保障的權利範圍與內容，由於這可能

牽涉到台灣的國家認同、修憲工程、制度化保障的對象、範圍與內容等，目前國

內對此議題尚未有共識，相對的研究篇幅尚不多（施正鋒，1998 年）。 
第二，從事台灣族群問題與國外情況做比較研究的並不多。探討國外族群問

題、族群衝突的研究，多以單一國家的情況為研究範圍（張世昌，民國 85 年；

王國璋，1997 年；李照德，民國 87 年；陳美萍，民國 87 年；杜子仁，民國 88
年；張禮棟，民國 88 年；江炳倫，1999 年；黃瑞卿，民國 89 年；李建柔，民

國 89 年；徐鴻馨，民國 89 年；林繼彥，民國 90 年；戴萬平，民國 91 年），鮮

少做跨國比較（蔡育岱，民國 90 年），使得台灣族群問題借鏡國外例子，作為參

考或改進範例，還有相當大的研究空間。 
 
 
 

第四節  分析架構與方法 

在西方社會科學的傳統中，對於社會秩序的建立、社會結構的性質，以及組

成員間的互動關係等等之看法，有所謂整合論與衝突論之爭。 
衝突論者認為，社會的本質是衝突的，衝突才是結構性之約制力（constraint

）的內在命定論，社會秩序之所以能夠建立，並不在於新條件的共識，而是仰賴

人與人之間具有強制性的協調（imperatively coordinated）的緣故。換言之，衝突
論者認為，所有人類社會中之種種人際關係所形成之結構與制度，其型態與變遷



第一章  緒論 

29 

的方向，乃繫於生產關係與生產力型態之上。以今日的資本主義社會來說，體現

在勞資之間的生產關係模式，已經註定了西方社會中其他制度的體現型態。因此

，只要生產關係一直維持著「剝削與被剝削」的矛盾對立，其他社會結構與制度

，亦必然有矛盾與對立的衝突存在，而社會秩序的建立，也只能是一種強制性的

協調。 
整合論者認為，任何體系結構的內部，其各部份元素之間都是互賴互動的，

它們必然要相互調整，以維持其整體來完成共同目標。因此，結構變遷是有一定

的規律，乃循著一定軌跡在運作，而分化（differentiation）與整合（integration
）正是其中最為突顯的變遷軌跡與過程。換言之，分化是結構內衍性的動態轉移

力量，結構變遷在本質上是內在命定的，其變遷的目的又是在整合與均衡。也就

是說，整合派認為結構本身必然具有自我調整的功能，藉以體現均衡的社會秩序

----穩定。 
政治社會學是以權力現象為研究對象的科學，一方面承認權力最主要的表現

在於國家組織中，特別注重這一層次的傳統觀念之研究，另方面也特別強調各種

人類社群組織中的權力之研究（陳秉璋，民國 81 年：38-42）。而族群團體間的
權力衝突、互動關係，以及族群團體在政治系統中整合的過程，正是政治社會學

所關注的權力、衝突與整合等議題，因此，本文將以政治社會學的分析法與比較

法作為主要研究方法。 
在政治體系外面，有許多環境因素會影響到整個體系的運作。因此，本文將

輔以政治體系的環境因素，探討其如何影響政治體系的運作。這些環境因素可分

為物理環境（physical environment）因素及社會環境（social environment）因素
。所謂物理環境，是指最接近自然的因素，包括了地理、自然資源及人口等因素

。而所謂社會環境，是指人為因素，即由人類所創造出來的因素，如技術、制度

、文化、信仰等（蔡政文，民國 77 年：1-136）。這些因素經常構成政治緊張、
衝突、對抗的泉源，但同時亦成為合作、整合的動力。由於這些因素的影響，使

得政治體系的運作會產生相當大的問題，進而影響政治制度的穩定性，例如：第

三世界許多社會分裂、衝突嚴重的國家，由於沒有溝通妥協的政治文化，以及權

力分享的政治制度，因此經常陷於族群內戰動亂當中，如果鄰國又是與國內少數

族群同一血緣，那更有遭來外患的威脅。又如歐美先進民主國家，由於重視民主

溝通的程序與價值，因此縱使少數族群有分離主義或自治的要求，大都能透過修

憲或公投的手段，以避免國家社會陷入直接衝突的動盪之中。 
本文將以權力分享途徑為主要研究途徑，探討族群在衝突過程中，如何面對

權力分享的挑戰，以及如何落實權力分享的安排，解決族群衝突的困境。其次，

輔以政治社會學的分析法和比較法，分析比較衝突的背景與事實，整合的過程，

以及以政治體系環境因素來分析造成衝突與整合的原委。因此，本文的分析架構

，以族群衝突為起點，探討如何邁向政治整合的過程，研究的對象以比利時與台

灣為例，分別分析其衝突形成的背景因素，衝突發生的事實，及採取解決的方法

，同時比較兩國之間在各階段的異同（見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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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章節內容安排，除第一章緒論外，第二章，將以物理環境因素（包括

地理、人口與經濟）及社會環境因素（制度與文化），就比利時與台灣的國情做

簡單的概述介紹與分析。第三章，將先分別探討比利時與台灣少數族群如何掌握

權力進行優勢支配，分析的焦點包括：當時國內外時空背景的歷史因素、制度因

素，以及他們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方面的實際掌控情形，最後針對少數對多

數強勢支配的歷史背景、權力來源、支配範圍，以及多數的反抗做綜合比較分析

。第四章，將先分別探討比利時與台灣多數族群對少數族群支配的反抗與衝突情

形，分析的角度將從國際環境因素及制度因素的變遷、經濟發展程度及社會文化

意識的消長等著手，最後針對多數族群抗議的歷史背景、抗議議題與範圍、抗議

達成目標，以及少數族群的反制與回應做綜合比較分析。第五章，將從制度因素

族群衝突 

比 利 時 台    灣 

衝突背景 衝突背景 

衝突事實 

解決方法 

邁向制度化 

衝突事實 

解決方法 

自然融合 

政治整合 

說明：1. 代表分析法
      2. 代表比較法
      3.內容解說如文 

圖 1-1：本文的分析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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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力分享、理性抉擇等角度，分析比利時走上制度化安排以解決族群衝突的過

程，對照台灣在面對族群衝突時的解決因應之道，最後針對兩者透過制度化規範

解決族群衝突的背景、方式與成效做綜合比較分析。第六章，先檢視先前所討論

的衝突與整合的理論與實際，再探討比利時族群衝突的未來展望，以及從理性角

度分析台灣族群衝突的未來幾種可能發展方式、解決途徑，和解決途徑的利弊分

析。第七章結論，包括本文研究發現的整理歸納，研究貢獻，研究限制的說明。 
 
 
 

第五節  研究範圍 

比利時有三個主要族群，分別是荷語族群、法語族群和德語族群，由於荷語

、法語和德語是不同語系，因此三個不同語族所形成的族群，各自形成不同的風

俗習慣和生活方式，族群間的分界有很明顯的差異和不同。比利時三個族群的聚

集地分別座落在比利時的北部、南部以及部份東部地區，這是受到歷史上族群遷

徙、戰爭後疆界重劃、及列強妥協安排結果的影響，造成目前三個族群在地理上

散居的情形。 
比利時於一八三○年發動獨立革命戰爭，一八三一年國王即位，開始了比利

時君主立憲體制。本文所研究的比利時族群衝突問題，除了第三章第一節有部份

的歷史回顧，說明比利時當前許多族群問題、地理語言界線，乃歷史留下的遺跡

和延續外。本文所探討的族群問題，主要時間切割點將從比利時革命後成為一獨

立國家開始，研究的範圍將包括政治、經濟、教育、宗教、語言文化等領域，因

為這些領域都是族群衝突所涉入或關注的焦點，藉由族群在上述領域的重要事件

中的互動，探討比利時的族群關係、族群衝突與政治整合。 
台灣有沒有族群衝突，可能言人人殊，沒有標準答案吧！說沒有的人，認為

閩南人、客家人以及所謂外省人，基本上都是同民族、血緣、歷史文化的一群人

，都是來自中國大陸，只是先來後到的時間上有些快慢而已。至於原住民和來自

大陸的漢人也許有些民族上的差異，且因原住民人數較少，因此過去數十年在政

治、經濟、社會、文化上的地位受到較大的壓抑與不公平待遇；但要因此說造成

原、漢之間有重大的族群衝突，似乎也還不到那個程度。另外，有的人認為族群

衝突，是無中生有的問題，是政客為了政治利益，於選舉中操弄出來的結果，選

舉過後，一切歸於平淡。也許每個人的母語不盡相同，但基本上，這並不會造成

人際間溝通的重大障礙（特別是在推行國語政策及教育普及化之後），更不會影

響一般人日常生活的升學、通婚、謀職、晉升、社交等。即令目前通稱的四大族

群，其共同生活也超過半個世紀，但這所謂的「四大族群」的稱謂與內容分類也

不過是近十年間的事21，可見得這純粹是人為操縱與製造的結果，而非現實生活

                                                 
21 王甫昌認為四大族群分類說法，大概是在一九九三年之後才由民進黨籍的立法委員葉菊蘭及

林濁水所提出（王甫昌，2003：54）。但在筆者查閱一九九二年六月立法院修正戶籍法，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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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真有所謂「族群衝突」存在的事實。 
的確，從民族主義的角度來看，閩南人、客家人和外省人都是來自中國大陸

的漢人，從血緣、體格、膚色和共同的歷史文化、風俗習慣、文字來看，幾乎沒

有太大的差別，唯一小小的差異就是方言（母語）的不同。但族群衝突不必然是

指兩個截然不同、異質性的、敵對的族群團體間的衝突，像索馬利亞的族群衝突

，交戰的團體全是同質性的族群，他們可說是同族群但不同部落、派系和軍閥間

的衝突（Brown，1993：4）。盧安達的族群衝突----胡圖族（Hutu）與圖契族（Tutsi
），兩族群在語言及宗教信仰完全相同，且彼此在通婚百年後，膚色、臉型及體

格方面的差異，已沒有過去的明顯（嚴震生，民國 93 年），但為了政治、經濟利

益，加上政治的操弄，竟還是發生族群滅絕的悲劇。 
如果把族群與其他團體拿來相比，可以發現族群它的位置大概介於「民族」

（nation）與「國家」（state）這種較大的社會單位，以及類似「家族」與「地域

團體」這種比較小的社會單位之間的一個團體。也就是說，「族群」的規模是比

「家族」、「地域團體」更大，但很少會是與一個民族完全相同。所以，族群一般

被認為是在「國家」或「民族」的範圍內，具有不同文化的社會團體（王甫昌，

2003：18）。在第二節中曾對族群重新下了定義，「一群因為擁有共同的來源，或

者是共同的祖先、共同的文化、共同的歷史、共同的記憶或共同的語言（不論是

真的或想像出來的），為了爭取政治參與、經濟機會與文化地位上的集體權益，

而自認為、或者是被其他的人認為，構成一個獨特社群的一群人」。據此，將台

灣社會定義為由四大族群（原住民、閩南人、客家人、外省人）所組成（王甫昌

，2003：53-166；施正鋒，1998；張茂桂，1997：60-63），而族群間在政治、經
濟、社會、文化互動的過程中曾發生齟齬、爭執，乃至認同與利益上的衝突，造

成族群間緊張關係，而有所謂「族群衝突」的存在，此似乎是合理的說法。而本

文在研究台灣族群衝突時，所指涉的族群即為四大族群。 
儘管有所謂的四大族群的分類，但我們仍會聽到有人對外省人自稱是「本省

人」，而原住民會對外稱呼你們「漢人」……。之所以會有四大族群之外的分類

與稱呼，學者稱此乃因為「族群」具有不同的特性。首先，它是一種相對性的認

同。相對性就是指當人們界定「我們是誰」的時候，很清楚地是以「他們是誰」

做對比。要界定「我們是誰」時，得拿我們與別人不同的地方做為對比，所以在

界定「我們」時，其實也把「他們（他者）是誰」界定出來了。所謂「本省人」

的類屬，是相對於「外省人」的類屬；「原住民」則是相對於「漢人」。其次，要

做「族群」的對比分類，通常會特別鎖定一個對他們來說有重大社會意義的對比

性類屬，而不只是泛泛的相對於與自己族群有差異的「他人」或「外人」而已。

                                                                                                                                            
本籍、改以出生地替代的院會發言紀錄，發現謝長廷當時即提出「台灣共有四大主要族群，過

去其融合遭遇相當多的障礙」，彭百顯則指出「過去省籍對立的問題能因族群命運共同體的關

係而消除」，洪奇昌亦指出「廢除本籍，改為出生地為唯一的登記是進步的概念，這也是有益

於族群互容」（立法院公報，第八十一卷第五十期，院會紀錄，第七七、七八、八四頁）。由此

似可推論，第一，四大族群的概念應由民進黨所提出、並不斷沿用逐漸成為通俗說法，第二，

「族群」的用語在同一天的院會不斷出現在民進黨籍的立委口中，表示民進黨內部對四大族群

的分類或概念應有一定的共識，所以，四大族群分類說法可能比一九九二年還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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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對比性的類屬，通常因為有衝突對立的關係，而被界定為「敵人」，所以具

有重大社會意義。如果沒有直接的利益衝突，再大的文化差異可能也只是造成無

關緊要的差異感，不會產生直接的「相對性」。再者，必須強調的是，這種對比

性的族群類屬（「他們」），通常是被自認為弱勢族群的群體所界定出來的「優勢

族群」。被界定為優勢族群的群體，不一定認為自己是一個族群，更不一定會有

族群意識。比如，前面提到的「漢人」，事實上是由原住民在發展「泛台灣原住

民」的族群意識時所鎖定的「壓迫者」或「優勢族群」。所謂的「漢人」是一個

對比於「原住民」的類屬。被界定為「漢人」者，可能不會認為「漢人」是一個

有意義、可以認同的類屬。這種類屬必須由自認為弱勢族群者的論述與界定中去

瞭解，而不能由被界定者本身的意識去瞭解（王甫昌，2003：12-14）。 
被弱勢族群認定為居於優勢位置的族群，雖然他們也有群體差異認知，但是

他們會有一套說法，用於解釋或合理化為何自己群體成員取得較多社會報酬分配

。通常這一類說法會訴諸較優秀的天賦、較優秀的文化、或個人後天努力，來說

明群體之間報酬分配差異，事實上是公平的、甚至有利於社會進步的。由優勢族

群（被弱勢者所界定的）的立場來看，群體（族群）之間文化或社會差異，是有

高下優劣之分；因此，社會中的報酬不平等分配，也是自然或必要的，而不是制

度化或結構化歧視的結果（王甫昌，2002：238-239）。據此，我們把台灣歷史上

不同時期所出現的不同族群分類方式及其對應的族群類屬，匯整如（圖 1-2）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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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台灣四大族群在人群分類上的組成（王甫昌，200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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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四大族群分類的說法，也許可說是晚近十餘年間所發生的事，但四大族

群的形成及造成衝突的根源，卻可追溯至半個世紀以前，特別是外省族群概念的

形成與加入，以及比較明顯的外省族群與本省族群之間的衝突。因此，本文有關

台灣族群問題的研究，將從二次大戰後國民政府來台接收，做為研究的時間起始

點，而研究的領域將包含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意識等層面，因為族群衝突所

關注與涵蓋即為上述諸層面的重要事件。 
 
 
 

第六節  資料來源 

本文以比利時和台灣族群衝突和政治整合做比較研究，蒐集的資料範圍包括

：國際關係的族群衝突理論、實例與比較，社會人類學於對於族群團體的定義與

範圍，政治社會學上對於族群衝突的規範理論與研究，以及比利時和台灣的族群

關係、族群衝突的相關史料。資料來源地包括：政治大學圖書館、台灣大學圖書

館、中央研究院歐美所圖書館、中央研究院社科所圖書館、中央研究院傅斯年圖

書館、國家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台灣分館、台灣師範大學圖書館，以及透過政治

大學圖書館藉由館際合作從美國調閱了數本相關研究書籍，和從網路上購置了數

本研究比利時的英文書籍。引用的資料包括：中、英文書籍、期刊、雜誌、報紙

、政府公報、統計月報、法規彙編、史料彙編以及比利時官方網站上的資料等，

務期呈現第一手研究。 
 
 


